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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公告
（2021年第23号）

下列机构经批准，颁发、换发保险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2021年7月22日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沟帮子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17210701002
许可证编号：00013205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短期健康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
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般责任保险、保
证保险、信用保险、种植保险、养殖保险、农业保险，代理国内外保
险机构检验、理赔、追偿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经保险监督管
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9年08月12日
机构住所：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市沟帮子镇富国社区905-43-853
邮政编码：121300
负责人：杨楠
联系电话：0416-7097277
发证日期：2021年07月15日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阳市太子河区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108211011

许可证编号：00013312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

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21年07月13日

机构住所：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荣兴路88-1号楼1-2层8、9号

邮政编码：111000

负责人：毕野

联系电话：0419-3158018

发证日期：2021年07月20日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辽阳县支公司

原名称：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辽阳县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24211021

许可证编号：00013313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

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一

般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出口信用除外）、短期健康保险

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以及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

务。 成立日期：2012年05月02日

机构住所：辽宁省辽阳市辽阳县首山镇前进街小区40栋4号

邮政编码：111200

负责人：于春胜

联系电话：13841999339

发证日期：2021年07月20日

封路通告
因北台大桥 0 号桥台支护施工，故将桥面行车

道路变窄，双向行车四车道变为双向行车两车道，

道路变窄长度为 60 米，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按照

施工现场设置的交通标志牌行驶。

道路变窄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23 日至 2021 年 11

月2日，因施工期间给您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本溪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

本溪市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房屋出租
阜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在阜新市太平区红树路

73号有一处宾馆对外整体出租，有意向者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0418-5593739

新华社东京7月21日电 中国
男子三人篮球国家队队员胡金秋 21
日现身东京青海城市运动公园，他训
练后对记者表示，三人篮球和 CBA
最大的区别就是转换极快，对短时间
爆发能量的要求很高。

谈到“跨界”来打三人篮球，胡
金秋表示，虽然都是篮球比赛，但三
人篮球和五人篮球完全不同，三人
篮球单次进攻时间为 12 秒，只要对
方球进，另一方拿到球就开始计表。

“三人篮球的转换速度非常快，
进球之后对方有可能直接打你的反
击。”胡金秋说，“CBA打完一场比赛
要两个小时左右，三人篮球最慢也就
半小时左右，需要在 10 到 20 分钟之
内，把所有能量都爆发出来。”

24 日，中国男队将迎来东京奥
运会的首个对手——目前世界排名
第一的塞尔维亚队。胡金秋表示，
非常期待这场比赛，希望打出自己
的风格特点，全力以赴去拼对手。

胡金秋：全力去拼塞尔维亚队

新华社东京7月21日电 在 21
日于东京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中，
北京冬奥组委向全会陈述了筹办工
作最新进展，表示将为世界奉献一届
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充分肯定
北京取得的进展，认为“带动三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将成为世界冬
季体育项目的里程碑。

延期一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将
于 23 日开幕，而在这届赛事之后，
奥林匹克将进入“北京时间”，北京
冬奥会将于 2022 年 2 月 4 日开幕。

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于再清、北京
冬奥组委对外联络部部长张谦等在
全会现场进行陈述，围绕场馆和基
础设施建设、测试活动和测试赛、赛
事组织和场馆运行、赛事服务保障、
宣传推广和文化活动、可持续和遗
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方面进行
介绍。

巴赫表示，国际奥委会将与北京
冬奥组委一道为举办一届安全的冬
奥会而努力，北京冬奥会筹办在各方
面都取得显著成效，尤其是带动三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将成为全球冬季体

育项目的里程碑。
张谦在陈述时表示，北京冬奥会

所有12个竞赛场馆全部完工并通过
国际冬季单项体育组织考察和认
证。非竞赛场馆建设改造也稳步推
进。今年 2月和 4月，北京冬奥组委
成功举办雪上和冰上项目测试活动，
对场馆设施、竞赛组织、应急演练等
关键要素进行有效检验。按照计划，
9月至 12月将视情况举办 10项国际
赛事测试赛和3个国际训练周，对筹
办工作进行全要素测试。

在宣传推广和文化活动方面，北

京冬奥组委已确定奖牌设计方案。
发布火炬外观设计，火炬接力总体方
案经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审议通过。
开闭幕式创意方案也继续深化。北
京冬奥组委还发布了《北京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报告（2020）》。

北京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
世界卫生组织等成立了疫情防控专
项工作组，还与国家卫健委等组建
国内疫情防控专班和专家组，协同
推进冬奥会疫情防控工作，坚持把
保障运动员等参会各方健康安全放
在重要位置。

北京冬奥组委向国际奥委会全会陈述

北京将奉献一届精彩的奥运盛会

中国男足、中国男篮、中国男排
均未出线，中国女足首战失利，中国

“三大球”在本届奥运会的荣誉还需
中国女排、中国女篮来捍卫。

据了解，中国女篮征战东京奥运
会的目标是“保八争四”、力争更好的
成绩。本届东京奥运会女篮比赛共
分 3 个小组，中国女篮和波多黎各
队、澳大利亚队、比利时队分在一个

小组。7 月 27 日、7 月 30 日、8 月 2
日，中国女篮将先后对阵波多黎各
队、澳大利亚队、比利时队。为避免
在淘汰赛中提前遭遇强敌，中国女篮
需要打好每一场比赛，以占据更好的
小组排名、在淘汰赛中走得更远。

作为卫冕冠军，中国女排征战东
京奥运会的目标当然是夺冠。根据
规则，参加东京奥运会的 12 支女排

队伍被分为两个小组，每个小组6支
球队，取得小组前四名的队伍进入四
分之一决赛，最终通过淘汰赛决出冠
军。在最新的女排世界排名中，美国
女排高居榜首，中国女排和巴西女排
紧随其后。排名 4 至 10 位的分别是
土耳其队、日本队、多米尼加队、俄罗
斯队、荷兰队、意大利队和比利时
队。本届奥运会中国女排与美国队、

俄罗斯队、意大利队、阿根廷队、土耳
其队分在B组。

置身东京奥运赛场，郎平日前向
外界表示：“这次来东京挺兴奋，我们
准备好了。球队状态还不错。我们
的目标是冲击最好成绩，一场场去
拼。奥运会不同往常的联赛，每场比
赛都非常艰苦，我们会全力以赴，希
望能发挥最好的水平，为国争光。”

中国“三大球”女排姑娘底气最足
本报记者 朱才威

先于开幕式，东京奥运会垒球、
足球等项目比赛提前打响。21日下
午，作为第一支亮相东京奥运赛场的
中国军团，中国女足以0∶5败给巴西
队。这场比赛输在技不如人。

东京奥运会小组赛，中国女足首
先对阵老对手巴西队，辽宁球员王珊

珊戴着队长袖标领衔出场。比赛过
程很遗憾，中国女足上半场即以0∶2
落后，下半场又丢3球。中国女足此
役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先后4次击中
巴西队的门框。

此役下来，中国女足已经 13 年
未能取得奥运会开门红，并且 25 年

不胜巴西队，除了 1996 年奥运会战
胜过对手外，其余世界大赛面对巴西
女足全败，包括2007年世界杯、2016
年奥运会和本届奥运会。当然，中国
女足此役败给巴西队也是意料之中
的事情。

根据奥运女足比赛规则，小组前

两名球队可以直接出线，3个小组中两
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同样可以出线。
综合来看，中国女足起码要在小组赛
阶段拿下4分，才能比较保险地掌握
出线主动权。7月24日16时、7月27
日19时30分，中国女足将先后对阵非
洲弱旅赞比亚队、欧洲球队荷兰队。

中国女足开局不利
本报记者 朱才威

由于没有被国家队征召，郭艾伦
度过了近10年来最为“清闲”的一个
夏天。对于在球场征战多年的郭艾
伦来说，他需要利用这段时间治疗一
身的伤病。辽宁男篮俱乐部 7 月 20
日晚表示，郭艾伦正在执行一家专业
运动康复机构的康复训练计划。

辽宁男篮俱乐部通过官方微博
发布消息称：6 月 9 日因为足底炎症
离开中国男篮国家集训队之后，郭艾
伦的康复情况受到广泛的关注，他一
直努力恢复并进行治疗。本月上旬，
北京一家专业运动康复机构为他量
身打造了康复训练计划。针对他的
多处伤病——左脚筋膜炎、右脚内踝
疲劳性疼痛、右侧髌骨疼痛、左膝髌
腱炎、右脚骨头增生、脚底病毒疣、双
膝髌腱损伤和双脚足底筋膜炎，这家
专业运动康复机构给出的预计康复
时间是1到1.5个月。

2010 年 12 月 ，刚 度 过 自 己 17
岁生日的郭艾伦迎来了 CBA 的处
子赛季。11 年来，除了 2013—2014

赛季之外，郭艾伦均保持了极高的
出勤率。截至目前，郭艾伦 CBA 生
涯总得分为 7422 分，排在 CBA 得
分榜第 13 位，现役国内球员中仅次
于易建联。作为中国男篮的当家
后卫，自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以来，
郭艾伦几乎每年的 CBA 休赛期都
要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大赛。长
期征战让郭艾伦积累了一身的伤
病，近两个赛季，郭艾伦都曾因伤
连续缺战数场比赛，这是以前未曾
遇到的情况。

正因如此，利用这次难得的假
期，给自己的身体“充充电”，对郭艾
伦而言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郭
艾伦已经 28 岁，需要考虑如何延长
自己的运动寿命。按照辽宁男篮俱
乐部公布的时间表，如果一切顺利，
郭艾伦可以在8月中下旬康复，不会
影响到 9 月 12 日开幕的陕西全运
会。届时，郭艾伦很有可能以超龄球
员的身份，与队友一起为卫冕全运会
男篮金牌而战。

在最“清闲”的夏天疗伤

郭艾伦有望出战全运会
本报记者 李 翔

奥运战幕将启 中国健儿精心备战

图①7月21日，中国游泳队队员张雨霏在训练中。
图②7月21日，陈梦（右）在训练。
图③7月20日，中国女子曲棍球队队员在训练中。
图④7月21日，中国运动员邹敬园进行双杠项目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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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中国三人篮球男队队员李浩南（右）与胡金秋在训练中。

小组赛中，阜新队与大连队均表现出较强实力。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7 月
21 日，2021 辽宁省城市男子篮球联
赛阜新赛区结束了最后一轮争夺，抚
顺队、大连队、阜新队和朝阳队分列
小组前四名，晋级八强。

此前，大连队和抚顺队均为四战
全胜，提前锁定前两名，本场比赛决定
谁将以小组头名身份出线。最终抚顺
队以92∶87力克大连队，以全胜战绩
夺得小组第一。在事关出线的两场比

赛中，东道主阜新队以101∶69轻取本
溪队，以 3胜 2负的成绩获得小组第
三。朝阳队则以96∶74击败铁岭队，
以2胜3负的成绩搭上八强末班车。

7月31日开始，阜新赛区前四名
将与盘锦赛区前四名进行主客场交
叉淘汰赛，具体对阵为：盘锦 VS 朝
阳、大连VS丹东、营口VS阜新、抚顺
VS辽阳，比赛将采取三场两胜制，顺
序为客—主—主。

城市联赛阜新赛区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