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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最权威的报纸——辽宁日报

广告联系：024-22699206/22698121
广告部地址：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 号分类信息专栏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拟对大连海上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1年7

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40104.70万元,本金为22232.12万元。债务人位于辽宁省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该债权由大连

东北亚国际航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大连船舶配套产业园有限公司、大连万森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大连西格玛船用升降

设备有限公司、大连联众海上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安运控股有限公司、王海提供担保，以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南

部城区土地使用权及土地上在建房屋（海上郡项目部分）设置抵押。现债务人已破产。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中国境内

的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

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

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债权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以及其他依据法律法规不得收购、受让该资产的主体，

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辽宁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韩晶 张龙 联系电话：0411-82816590,0411-82816590

电子邮件：hjing@cinda.com.cn,zhanglong2@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营盘北街3号六层601-620室、七层局部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4-22518961；024-2251891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wangyinhui@cinda.com.cn；huoya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债权转让及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信贷资产转让合同》、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渤海

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信贷资产转让合同》、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霍尔果斯万木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签署的《信贷资产转让合同》，原债权人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所享有的债权已由霍尔

果斯万木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承继并享有。请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其连带责任人或债务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向霍尔

果斯万木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或承担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及其连带责任人或债务承继人因各种原

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

清算责任）。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合同编号

锦银【永丰支】行【2014】年固借字第【036】
号、锦银【永丰支】行【2014】年固借字第
【036-1】号

借款人名称

锦 州 宝 地 建 设
集团有限公司

贷款本金余额

476,020,000.00

利息及违约金

数额最终以法院生
效判决确认为准

担保人名称
锦州宝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徐国瑞
窦娟

减资公告
沈阳市电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242650831F）经本公司股

东大会决定，本公司注册资本从7300万元人民币减至6205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
书面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
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减少
注册资本，特此公告。

沈阳市电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日

遗失声明
柳成江道路运

输 许 可 证

210882001102 丢 失

作废。

新华社柏林8月31日电 德甲
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宣布，即日
起莱比锡队长萨比策加盟，双方签
约4年至2025年6月30日。

现年27岁的奥地利人萨比策
司职中场，在 2016 年同莱比锡一
起升入德甲，迄今为止在德甲出场
145 次攻入 32 球，参加了 21 场欧
冠比赛并攻入 4 球。萨比策代表
奥地利队出战 54 场，在今年夏天

的欧锦赛上踢满全部4场比赛。
拜仁慕尼黑俱乐部董事会主席

卡恩表示：“萨比策拥有拜仁球员该
具备的所有能力。此外，他不需要
很长的适应期，因为他非常了解我
们教练纳格尔斯曼的足球理念。”

萨比策将身披 18 号战袍，他
是继后卫乌帕梅卡诺和主教练纳
格尔斯曼之后，今年夏天第三名来
自莱比锡的拜仁新援。

莱比锡队长萨比策加盟拜仁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第 16 届
残奥会于 8 月 24 日在日本东京拉开帷
幕，截至 8 月 31 日，辽宁运动员在东京
残奥会各项比赛中，夺得4枚金牌、1枚
银牌、4枚铜牌，并多次打破世界纪录、
亚洲纪录。

其 中 ，卢 冬 获 得 男 女 混 合 20 分
4×50米自由泳接力赛、女子S5级50米
蝶泳比赛和女子 S5 级 50 米仰泳比赛 3
枚金牌，并 3 次刷新该项目世界纪录。
邸东东获得男子 T11 级跳远比赛金
牌。杨月获F44女子铁饼银牌。

钱王伟在场地自行车 3000 米项目
中打破 C1 级别世界纪录，并获场地自
行车女子 C1-3 级个人 500 米计时赛
铜牌，同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刘爽
获赛艇 PR2级混合双人双桨 2000米铜
牌。李英粒获 F37 级女子铅球铜牌。
艾新亮在男子射箭复合弓公开级个人
淘汰赛获得一枚铜牌。王浩在 T46 级
100 米比赛中以 10 秒 74 成绩打破亚洲
纪录并获得第四名。宋玲玲在女子
SB5 级 100 米蛙泳比赛中打破亚洲纪
录，并获得第四名。

我省有23人入选第16届东京残奥
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其中运动员 14人，
教练员、医疗与科研人员、队务与后勤
保障人员 9 人，参加田径、游泳、射箭、
坐式排球、盲人足球、赛艇、自行车7个
项目比赛。

辽宁运动员在东京残奥会赛场上
充分展示了新时代残疾人运动员的精
神风貌，在比赛中敢打敢拼、不畏强手、
奋力拼搏、敢于超越，向世界展示了我
省残疾人运动员精湛的竞技水平、坚韧
的意志品质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东京残奥会赛场上顽强拼搏

辽宁运动员已斩获4金1银4铜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男子冰球资
格赛于北京时间8月30日落幕。斯洛
伐克队、拉脱维亚队和丹麦队分列各
小组首位，搭上了本届冬奥会的“末班
车”。至此，北京冬奥会 12 支男子冰
球队伍全部揭晓。中国男子冰球队与
加拿大队、美国队、德国队三强同在A
组，比赛难度非常大。

随着最后 3 支队伍出炉，北京冬
奥会男子冰球比赛的分组形势尘埃落
定。除A组外，B组为2号种子俄罗斯
奥委会队、5 号种子捷克队、8 号种子
瑞士队和 11 号种子丹麦队；C 组为 3
号种子芬兰队、4 号种子瑞典队、9 号

种子斯洛伐克队和 10 号种子拉脱维
亚队。根据规则，北京冬奥会男子冰
球比赛先进行小组单循环赛，3 支获
得小组头名的队伍和成绩最好的第二
名直接晋级八强。另外8支队伍根据
小组赛成绩进行交叉淘汰赛，产生其
余 4 个八强名额。随后，进入八强的
球队进行淘汰赛，直至决出冠军。

北京冬奥会女子冰球比赛共有
10 支队伍参加，分为两个小组，世界
排名前五位的球队被分在 A 组，其余
5支球队则在 B组。北京冬奥会女子
冰球资格赛决胜轮将于 11 月 11 日至
14日在捷克霍穆托夫、德国富森和瑞

典吕勒奥举行。根据此前的分组，资
格赛产生的3支队伍将与中国队、6号
种子日本队同处于B组。

之前一直在沈阳备战的中国男子
冰球队已于 8 月上旬奔赴俄罗斯，与
中国女子冰球队在莫斯科会合。为充
分利用高水平比赛磨炼队伍，中国男
子冰球队与中国女子冰球队将在海外
进行为期 149 天的外训外赛，以北京
俱乐部、深圳昆仑鸿星冰球俱乐部的
名义参加 2021-2022 赛季俄罗斯男、
女子冰球联赛（KHL/WHL）。

本次外赛，中国男子冰球队将参加
约50场比赛，包括8月份的约6场季前

赛，9月至12月约40场常规赛；中国女
子冰球队将参加约40场比赛，包括9月
中旬的5场季前赛，9月下旬至12月上
旬约28场常规赛。

“在目前的中国男、女冰球队阵容
中，没有我省队员。”省体育事业发展
中心冬季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相关负责
人向记者表示，“目前，我省共有20余
名运动员、19 名教练员及辅助人员，
在国家队备战 6 个大项、13 个分项的
冬奥项目，备战人数排在全国前列，力
争实现 30 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将
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等项目上力争
夺取1-3枚金牌。”

北京冬奥会男子冰球分组揭晓

中国男、女冰球队赴俄罗斯练兵
本报记者 朱才威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
道 8 月 31 日，辽宁男篮俱
乐部官方宣布，球队主力后
卫赵继伟与俱乐部完成续
约，待向CBA公司正式报送
注册材料并经审核、公示通
过后，赵继伟将代表辽宁男
篮出征2021-2022赛季CBA
联赛。

在这个夏天没有内援加
盟的情况下，与赵继伟续约
成为辽宁男篮最重要的决
定。尽管在上赛季总决赛中
的发挥不尽如人意，但赵继
伟是辽宁男篮阵容中不可或
缺的一员。

上赛季CBA联赛，赵继
伟出战57场，场均出场时间
30.7 分钟，为其职业生涯迄
今为止最高，可见辽宁男篮
对他的倚重。再看赵继伟上
赛季的成绩单——场均得到
13.7 分、6.1 次助攻、2.9 次抢
断，均创其职业生涯新高。

除了与辽宁男篮续约之
外，赵继伟近日还完成了一
件人生大事：与相恋 7 年的
女友在沈阳登记领证。

辽宁男篮俱乐部向赵继
伟送出了祝福：“已经在法律
意义上完婚的他，身上又多
了一份责任和义务。继伟向
来是个负责任、有担当的男
人，成婚之后，更加成熟的
他，除了会是个有责任心的
好丈夫，也同样会是个令教
练放心和令队友信任的优秀
球员！让我们祝福继伟，生
活美满，家庭幸福，事业成
功，一切顺利！在联赛和国
家队的表现越来越好！”

与辽篮续约
和女友登记

赵继伟
幸福感很强

9 月 21 日至 24 日，第十四届
全运会高尔夫球比赛将在西安举
行。在不久前结束的资格赛中，辽
宁女子高尔夫球队以第五名的身
份获得晋级资格，时隔8年重返全
运会决赛圈。

在 8 月 27 日举行的出征仪式
上，辽宁高尔夫球队技术总监赵新
平向记者介绍，这支即将出战全运
会的队伍创造了多个第一：她们是
十四运会高尔夫球比赛平均年龄最
小的球队，平均年龄不到17岁；她
们是除辽宁男篮之外，全运会辽宁
代表团中另外一支拥有冠名的队
伍；她们也是所有全运会高尔夫球
队中，唯一拥有服装赞助商的队伍。

“专业运动队俱乐部化是大势
所趋，体育项目的发展，需要社会
力量的支持。辽宁女子高尔夫球
队能从资格赛突围，是体制内和市
场化有效衔接、融合发展的阶段性
成果。在这个全运会周期，辽宁高
尔夫球项目与长兴岛高尔夫度假

村进行了全方位合作，这是体育社
会化的尝试性探索，实践证明双方
的合作是成功的。”在接受采访时，
辽宁省体育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
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在这个全运周期，大
连长兴岛高尔夫球度假村为球队
各项投入累计超过 400 万元。在
出征仪式上，省体育局田管中心向
大连长兴岛高尔夫球度假村和球
队的服装赞助商营口茗妆制衣有
限公司颁发了第十四届全运会特
别贡献奖。

有了坚实的后盾，朝气蓬勃的
辽宁女子高尔夫球队力争在全运
会决赛圈创造佳绩。刚满15岁的
曹欣妤是本次全运会资格赛年龄
最小的参赛选手，她表示：“我今天
取得的成绩，与辽宁女子高尔夫球
队独特的管理方式、科学的体能训
练密不可分。接下来，我将继续刻
苦训练，积极备战，不辜负辽宁人
民对我的期望。”

时隔8年重返全运会决赛圈

辽宁女子高尔夫球队争创佳绩
本报记者 李 翔

新华社多哈8月31日电 30
日，中国男足继续在多哈备战世界
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球队主
力门将颜骏凌在采访中透露，自己
带了10副手套和6双钉鞋，整个球
队都准备好了去面对挑战。

由于10月和11月中国队主场
比赛是否能在国内举办尚未确定，
中国队做好了长期在境外比赛的
准备。“手套带得多一点，个人习惯
喜欢把准备做得充分一点，大不了
到时候再带回去。”颜骏凌说。

大战在即，颜骏凌认为更多的
是做好精神层面的准备。“都知道
12 强赛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非常
大，自身思想准备比较多一点。不
管是我还是球队，都准备好面对这
次强大的挑战，想去证明中国队在
亚洲的真实水平。”

中国队的首战对手澳大利亚
队以身体强悍著称，队内身高1.98
米的中后卫苏塔在 40 强赛的 5 场
比赛中打入6球，全部来自定位球
抢点。颜骏凌表示，教练组对这名

球员给了很详细的资料。“他主要
的特点是定位球会上来，比赛的其
他阶段还是在后面。”

首战的准备工作，中国队依然
以我为主。“在我们之前的战术打
法基础上会有一些特殊的变化，不
是说碰到一支球队会调整太多。”
颜骏凌说。

在采访中，颜骏凌谈到近期状
态明显复苏的洛国富。“由于成功
减重，他现在的状态确实不错，在
球场上的技术能力非常不错，训练
中他打进了不少球。”

在 30 日的训练中，另一名归
化球员阿兰没有像往日一样与队
伍合练。球队工作人员介绍，阿兰
没有受伤，只是在对身体状态进行
调整。球队的两名伤员郭田雨和
王秋明仍然在恢复之中。

9月2日当地时间21点，12强
赛首轮中国队与澳大利亚队的比
赛将在多哈哈里发国际体育场举
行。据了解，澳大利亚队队员从 8
月30日起开始陆续抵达多哈。

颜骏凌：
带着10副手套征战世预赛

新华社里斯本 8月 30日电
葡萄牙男足 30 日开始集结，备战
2022 年世界杯预选赛。队长 C 罗
也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参加
训练的照片，称“回到国家队且代
表祖国永远是骄傲”。

在集结后的首场训练中，包括

C 罗在内的 16名队员在球场上进
行了分组对抗，而费尔南德斯等 8
名在29日刚进行完联赛比赛的球
员则在健身房内进行恢复性训
练。有伤在身的葡萄牙队中卫伊
纳西奥则在接受检查后退出本期
国家队。

C罗：自豪再度代表葡萄牙出战

左上图：8月30日，卢冬（上）在比赛中。左中图：8月29日，杨
月在比赛中。左下图：8月 25日，钱王伟在比赛中。右图：8月 27
日，邸东东在夺冠后庆祝。 本版照片除资料片外由新华社提供

赵继伟（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