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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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北京成方汇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托，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聘请我公司开展对锦州北方航海仪器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项目的管理和处置工作。截至2021年10月20日，拟处置债权总额人民币16905.44万元，其中本金13353.02
万元、利息3552.42万元。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对锦州北方航海仪器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上述债权抵押物位置较好，交通便利，有很高的使用、
投资价值。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资
产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组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
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21年 11

月1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

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24-31880327
通信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81号
邮政编码：110004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电话：024-3188027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1年11月1日

序号

1

2

3

借款人名称

锦州北方航海
仪器有限公司

锦州航星光电
设备有限公司

锦州东港物流
有限公司

本金

6049.89

2943.13

4000.00

利息

1402.72

790.21

1719.49

债权总额

7452.61

3733.34

5719.49

抵押物/保证人

抵押物为借款人名下位于锦州市古塔区士英里74号的4532.80平方米房产、
16138.20平方米土地及77套机器设备、锦州航星集团有限公司名下的12套机
器设备；保证人为锦州航星集团有限公司、辽宁航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锦州
航星真空设备有限公司、刘义。

抵押物为锦州东港物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47.77公顷
海域使用权、锦州航星真空设备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锦州市古塔区士英里74号的
464.95平方米房产及6791.80平方米土地、锦州通讯设备电子工程有限公司名
下位于锦州市太和区东太平里188号的7351.27平方米房产及7257平方米土地
使用权；保证人为锦州航星集团有限公司、锦州北方航海仪器有限公司、辽宁航
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刘义。

抵押物为借款人名下位于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47.77公顷海域使用权，保
证人为锦州航星集团有限公司、锦州北方航海仪器有限公司、辽宁航星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刘义。

遗失声明
▲车牌辽HC0796道

路 运 输 证 10324551

丢失作废。

▲陈凯将 0093029号

金额19338元收据丢

失，声明作废。

▲辽宁省沈阳第一

监狱梁清警官证（证

号 ：2101039）丢 失 ，

声明作废。

▲赵春辉将 0540077

号金额19000元收据

丢失，声明作废。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对辽宁东富消防实业
有限公司和辽宁天健金盾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受北京成方汇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托，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聘请我公司开展对辽宁东富
消防实业有限公司债权和辽宁天健金盾科技有限公司债权项目的管理和处置工作。截至2021年10月
20日，拟处置债权总额人民币6190.48万元，其中本金4500.00万元、利息1690.48万元。具体情况详见
下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上述债权抵押物位置较好，交通便利，有很高的投资价值。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资产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http://www.

gwamcc.com）。
处置方式：组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

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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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
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1年11月1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
工作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

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24-31880327 通信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81号 邮政编码：110004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电话：024-3188027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1年11月1日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辽宁东富消防
实业有限公司

辽宁天健金盾
科技有限公司

本金

4,000.00

500.00

利息

1,479.37

211.11

债权总额

5,479.37

711.11

抵押物/保证人

1.商业房产8541.92平方米和280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2.工
业房产 10608.17 平方米和 22962 平方米的工业土地使用
权；抚顺惊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辽宁天健金盾科技有
限公司、韩旭、李娟、韩晶、王民、韩颖。

抚顺亿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对抚顺市欣鑫矿业
有限公司和抚顺韩泰经贸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受北京成方汇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托，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聘请我公司开展对抚顺市欣
鑫矿业有限公司债权和抚顺韩泰经贸有限公司债权项目的管理和处置工作。截至2021年10月20日，
拟处置债权总额人民币 11579.25万元，其中本金 7899.99万元、利息 3679.26万元。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上述债权抵押物位置较好，交通便利，有很高的投资价值。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资产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http://www.

gwamcc.com）。
处置方式：组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

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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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
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1年11月1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
工作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

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24-31880327 通信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81号 邮政编码：110004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电话：024-3188027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1年11月1日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抚顺市欣鑫矿
业有限公司

抚顺韩泰经贸
有限公司

本金

4,900.00

2,999.99

利息

2,175.04

1,504.22

债权总额

7,075.04

4,504.21

抵押物/保证人
土地使用权 27008 平方米及地上在建工程面积
64995.07平方米；抚顺安源置业有限公司、抚顺罕王
兴洲矿业有限公司、黄林
土地使用权27008平方米；抚顺安源置业有限公司、
抚顺市崟鼎铁矿、抚顺市隆盛矿业有限公司、黄林、
孙喜艳

10 月 30 日，辽宁女篮从沈阳乘飞
机抵达四川成都，参加将于 11 月 11 日
启幕的 2021-2022 赛季 WCBA 联赛。
这是时隔两年之后，辽宁女篮重返赛
场再战WCBA联赛。

辽宁女篮曾是中国篮坛的老牌劲
旅，有 5 年里 4 次夺得联赛总冠军的辉
煌履历，并为国家队培养和输送了大批
优秀运动员。“2019年，辽宁女篮原投资
方突然撤资，俱乐部解散，球队退出
WCBA 联赛。队员不能长时间不参加
比赛，为了让队员保持状态，过去两年
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地将队员租
借出去。更要紧的是，辽宁需要有自己

的女篮队伍，这两年我们一直努力重组
辽宁女篮俱乐部。”省体育局负责人 10
月31日下午对记者说。

关键时刻，辽宁男篮俱乐部决定出
资成立新的辽宁女篮俱乐部，并期望辽
宁女篮能够重回巅峰。重新组建的辽
宁女篮由曾获 1986 年亚运会冠军的中
国女篮原队员韩庆玲执掌帅印，辽宁女
篮原主力前锋程凤退役后转型担任助
理教练，队员有陈立姝、王秋懿、邢金
博、梁嘉美、张冬雪、胡玥明、葛伊菲、孙
梦竹、郑悦彤、李雨萌、李芷佳、孙超越、
孙雪铭、王焱。

“李梦等4名球员暂时还无法归队，

她们租借到其他球队的合同还未到期。
现在队伍以1995至2000年出生的球员
为核心，加上部分刚进入一队的00后新
秀，平均年龄只有24.9岁。”韩庆玲向记
者表示，“现在球队以老中青结合为主，
99-00年龄段队员的比例多一些，队伍
缺少比赛经验，还是比较稚嫩的。”

韩庆玲介绍，辽宁女篮抵达赛区
后，将先进行 WCBA 联赛集训和体能
测试，“全运会后，球队就开始备战联赛
了，队内几位老队员还有伤病，联赛前
的体能测试是硬性要求，需要达标，特
别是 4 组 17 趟折返跑必须通过。在这
方面，我们还是有些担心。”

据了解，本赛季的WCBA联赛共有
18 支球队参加，联赛分常规赛和季后
赛。常规赛采取单循环赛制，排名前四的
球队直接晋级季后赛。排在5-12位的球
队进行交叉淘汰赛，采取一场决胜制，获
胜的 4支球队进入季后赛。依据赛程，
将有 8支球队进入季后赛。季后赛 1/4
决赛和半决赛均为单场淘汰制，胜者晋
级；总决赛为三场二胜制，常规赛排名
靠前的队伍排多一场主队机会。

“在新赛季的 WCBA 赛场，期待新
组建的辽宁女篮以辽宁男篮为榜样，展
现良好的精神风貌，打出昔日辽宁女篮
的风采。”省体育局负责人如是说。

时隔两年再战WCBA联赛

辽宁女篮重返巅峰尚需时日
本报记者 朱才威

受疫情防控形势影响，国
足 11 月份在苏州进行两场 12
强赛的希望不大。据了解，国
足计划于11月6日启程前往西
亚中立赛区，准备与阿曼队和
澳大利亚队的比赛。

目前国足队内有 31 名球
员，由于本次赛程时间较短，国
足没有必要带齐队内所有球员
出征，减员势在必行。目前，国
足已经从苏州辗转至上海进行
备战。10月31日，国足在上海
重新投入训练，31名国脚全部
参加了合练。这意味着，队内
的伤号均已康复，有条件参加
11 月 11 日与阿曼队、11 月 16
日与澳大利亚队的比赛。

据悉，国足在 11 月 3 日将
先后与深圳队和浙江队热身。
其中，首场比赛将于当天15时
30分开始，两场比赛间仅相隔
十余分钟的休息时间。

国足主帅李铁将会通过两
场热身赛，进一步打磨11月份
两场12强赛的主力阵容，并对
国足的阵容进行精简，将有多
位国脚暂时离开国家队。

本次落选国脚很有可能在
12 强赛前四轮比赛未能登场
的球员中产生。目前在国足的
31人阵容中，董春雨、王大雷、
刘殿座、王上源、李磊、徐新、王
秋明、巴顿、郭田雨未能获得出
场机会。

在苏州出战希望不大

国足若赴西亚人员需做减法
本报记者 李 翔

几天来，备战冬奥
会的中国健儿频传喜
讯。单板滑雪大跳台和
坡面障碍技巧国家集训
队正在瑞士训练参赛，
杨文龙完成内转空翻 1980 的
超高难度动作（空翻四周加转
体一周半），这位来自沈阳体育
学院的小将成为国际上首个完
整完成该动作的单板滑雪运动
员。另一名小将苏翊鸣在奥地
利斯杜拜训练营中成功完成世
界首个内转转体 1980 的动作

（转体五周半），如果能在明年
的冬奥会上成功使用这一动
作，可望摘得桂冠。

两名单板滑雪新星的出色
表现，是中国冰雪运动以实现
全项目参赛和取得历史最佳成
绩为目标冲刺备战、成绩已取
得飞跃式进步的缩影。

10月31日，短道世界杯名
古屋站收官，中国队取得佳绩，
得到1金3银2铜。同一天，花
滑大奖赛加拿大站，两届世锦
赛冠军、中国的隋文静/韩聪轻
松夺冠，超过亚军30分。

作为中国冬季运动的主力
军，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是聚
光灯下的焦点。中国代表团自

参加冬奥会以来共获得
13 枚金牌，短道速滑项
目贡献了其中的 10枚，
花样滑冰贡献过金牌和
银牌。瞄准北京冬奥

会，两支王者之师重任在肩，阔
步向前。

回顾中国冰雪健儿的备战
之路，方知成绩来之不易。按
照赛事规程，北京冬奥会设冬
季两项、雪车、冰壶、冰球、雪
橇、滑冰和滑雪7个大项，共含
109 个小项，实现全项目参赛
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要目
标。当 2015 年北京获得本届
冬奥会主办权时，这 109 个小
项中的 1/3 项目在国内属于

“一张白纸”，像单板滑雪大跳
台这样的项目在中国便是“从
无到有”。

短短几年，诸多项目“白
手起家”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全项目开展、全项目建队的阶
段性目标得以达成。现在，中
国冰雪健儿抓住备战的最后
窗口期，优势项目更上层楼，
潜优势项目实现突破，落后项
目补齐短板。从无到有，从有
到精，4年的等待与付出，每一
份勤勉和汗水都将收到回报。

从无到有
从有到精

黄 岩

争锋

ZHENGFENG

10月31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
的2021-2022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
界杯名古屋站男子 1000 米 A 组决
赛中，中国选手任子威以 1 分 26 秒
297的成绩获得冠军。图为任子威

（左）在比赛中。 新华社供片

速滑世界杯名古屋站

任子威夺冠

凭借第二节的惊艳发挥一举奠定
胜局，10月31日辽宁男篮以112∶100击
败浙江广厦队，送给对手本赛季首败。
此役，辽宁男篮在第二节一度落后 13
分，他们凭什么逆转制胜？郭艾伦的上
乘发挥功不可没。

本轮之前，辽宁男篮5胜1负、浙江
广厦队则是6连胜未尝败绩。此役双方
都没有外援，浙江广厦队冲击7连胜，辽

宁男篮的目标则是终结浙江广厦队的
不败纪录。

首节比赛，浙江广厦队打得顺风顺
水，失误少，进攻效率高。辽宁男篮则
打得非常别扭，防不住，而且失误偏
多。19∶23，辽宁男篮首节落后4分。

第二节开局阶段，辽宁男篮仍未找
到节奏，分差最大时落后13分。关键时
刻，辽宁男篮及时调整，提升防守强度，

用极强的压迫式防守，限制浙江广厦队
的进攻，拼抢后场篮板球，打出酣畅淋
漓地快速反击。辽宁男篮由此扭转颓
势，将比赛纳入自己的节奏。

辽宁男篮的战术调整并不复杂，即
加强防守、提升进攻效率。战术再好，
仍需要“关键先生”去完美执行。辽宁
男篮此役的关键先生就是郭艾伦：他防
守积极、果断；进攻犀利、迅猛，能突、能

传、能投。郭艾伦的出色发挥激发了内
线韩德君的战斗力，25分、14个篮板，大
韩拿下了大号两双。

“郭艾伦本场打疯了，砍下 35 分且
投篮命中率达到 60%，进攻效率太高
了。他还送出 12 次助攻，简直太完美
了。”赛后，辽宁男篮教练、队员对郭艾
伦的表现大加赞扬。的确，郭艾伦打顺
了，辽宁男篮赢球也就不是问题了。

“35+12”郭艾伦成为“关键先生”

辽篮终止广厦队连胜脚步
本报记者 李 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