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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ONING DAILY
全省最权威的报纸——辽宁日报

广告联系：024-22699206/22698121
广告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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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连德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大连利贵通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等2户资产项目的管理和处置工作。截
至 2022 年 5 月 10 日，拟处置债权总额为 1936.96

万元，其中本金1682.61万元（以物抵债消减部分
贷款本金后的余额）、利息254.35万元（以物抵债
消减部分贷款利息后的余额）。贷款方式为保证
（抵押物以物抵债）。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单位：
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大连德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大连利贵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本金
902.33
780.28

利息
132.03
122.32

债权总额
1,034.36
902.60

保证人
杨维斌

孙丽琴、谢永好

抵押物（以物抵债）
房产1781.41平方米以物抵债。
房产1812.99平方米以物抵债。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对大连德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2户资产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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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减免、
债务重组或其他处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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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债务
企业管理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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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6月9日，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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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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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6月9日

封路通告
由于沈阳市京沈线（秀水河子至法库新民界

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需要和行车安全，现全幅
封闭该路段。桩号为：K793+600 至 K805+670 全
长12.07公里。

绕行线路：
1.法库、秀水河子去往新民方向，请绕行开奈

线至沈环线至新民。秀水河子至登仕堡车辆暂由
秀登线绕行。

2.由新民去往法库方向，经沈环线与京沈线交
叉口的车辆按现场交通疏导指示通行。封闭日期：
2022年6月5日至2022年10月31日。特此通告!

辽宁五洲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法库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2年6月8日

封路通告
因国道京沈线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境内（铁匠

炉沟至王府段）紫都台西桥及旧贝桥拆建工程施
工需要，拟对京沈线 K602+426—K602+526 和
K608+212—K608+312两路段实施全幅封闭。封
闭日期：2022年6月1日—2022年7月1日。道路
封闭期间，原桥梁一侧开设便道，请过往车辆按施
工现场交通指示标志减速安全通行。特此通告。

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交通事务服务中心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辽宁澄州建设有限公司

2022年6月8日

封路通告
因国道京沈线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境内（铁匠炉沟至王府段）前衙门桥及前

衙门二桥拆建工程施工需要，拟对京沈线K618+100—K618+300段实施全幅封
闭。封闭日期：2022年6月1日—2022年6月30日。道路封闭期间，原桥梁一侧
开设便道，请过往车辆按施工现场交通指示标志减速安全通行。特此通告。

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交通事务服务中心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华跃建工有限公司
2022年6月8日

封路通告
我中心于2022年6月8日—2022年9月30日对本溪市集本线（大洼岭至东

山寺段）修复养护工程及四座桥梁拆除重建专项养护工程（一、二标段）K207+
100—K242+000进行施工，施工段采用半幅封闭交通施工；四座桥梁拆除重建
专项养护工程，全部实行封闭施工，在原桥位设临时绕行便道，该路段过往车辆
半侧限速安全通行。特此通告。

本溪市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本溪满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022年6月8日

封路通告
因国道绥珠线（建昌界至凌源界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需要，对绥珠线

K106+900至K131+138路段实施全幅封闭，封闭日期：2022年6月9日至2022
年11月30日。封闭期间去往建昌、葫芦岛方向车辆请从省道凌兴线绕行；去往
南公营子、白塔子方向车辆请从吉利玍、草场乡、旧烧锅、九佛堂、山湾子、西村
绕行。特此通告。

朝阳市公路管理处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2年6月7日

新华社柏林6月7日电 7 日在卡塔尔
多哈进行的 2022 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附加
赛中，澳大利亚2∶1战胜阿联酋，晋级洲际附
加赛，13日将与秘鲁争夺世界杯席位。

双方上次交手，阿联酋曾在2019年亚洲
杯赛中击败过澳大利亚。本场比赛上半时，
双方均无建树。第53分钟，澳大利亚打破僵
局。博伊尔右路拿球下底传中，杰克逊·欧文
包抄推射破门。仅过 4 分钟，阿联酋扳平比
分。苏海勒左路传中，门前欧文解围失误，混
战中卡约·卡内多跟上打门球进。

第 84 分钟，澳大利亚利用角球机会，再
次确立领先优势。攻击型中场赫鲁斯蒂奇凌
空远射，球打在阿联酋球员萨尔明身上，折射
入网。澳大利亚最终将结果锁定在 2∶1，从
而获得世界杯洲际附加赛席位。

世界杯预选赛最后两场洲际附加赛将于
6 月 13 日和 14 日在多哈进行。澳大利亚对
阵秘鲁，哥斯达黎加对阵新西兰，他们将争夺
卡塔尔世界杯最后两个席位。

澳大利亚胜阿联酋
与秘鲁争夺世界杯席位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7日电 7日，美国
女子职业篮球联赛（WNBA）继续进行，中国
选手韩旭所在的纽约自由人在主场88∶69大
胜明尼苏达山猫。

韩旭在替补出场的25分钟里，12投6中
砍下职业生涯新高的 15分，同时还有 5个篮
板、1次助攻和1次抢断入账。在赛后接受采
访时，韩旭表示，职业生涯得分新高离不开教
练的支持，“感谢教练对我的信任，给我这么
多的上场时间，还为我制定了一些战术”。

“二年级”新秀赛后总结了自己在比赛中
的发挥。“在防守端做得基本还可以，但还需
要加强篮板球的拼抢。”她说，“在进攻端，最
近投篮有些不稳定，还需要再努力训练去更
进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山猫的助理教练凯蒂·史
密斯正是韩旭 2019 年加盟自由人时的主教
练，两个“老熟人”也在赛前见面互相打趣。

“她问我最近怎么样，我说挺好的。然后她说
我上一场表现挺好的，今天（作为对手）就不
会再有了。”韩旭说，“结果今天我就创造生涯
新高了。”

截至本轮，韩旭本赛季场均得到9.5分和
5 个篮板，其中得分在所有“二年级”新秀中
排名第一。

WNBA自由人胜山猫
韩旭创得分新高

新华社伦敦6月7日电 现中国网球头
号女单张帅7日直落两盘闯过诺丁汉公开赛
首关，美网冠军拉杜卡努则又一次因伤退赛。

在作为温网热身赛的这一草场赛事中，
张帅去年曾打入决赛，今年以 4 号种子身份
出战。面对西班牙的资格赛选手布萨，世界
排名第 41 的张帅第一盘与对手纠缠至抢七
局，而后以 7∶4 胜出。第二盘张帅则赢得相
对干脆，6∶3 拿下。她将在 16 强之战面对英
国本土选手布雷奇。

布雷奇当日直落两盘淘汰中国选手朱
琳。王蔷和王欣瑜也都止步首轮。

同日，世界排名第11的英国小将拉杜卡
努又一次在比赛中途因伤退赛。自去年美网
一举夺魁之后，本赛季才算正经体验巡回赛
强度的拉杜卡努已 3 次因比赛中受伤“半途
而废”。

19岁的她表示，这一次自己感觉是拉伤
了，但还需要扫描检测才能判断。依照计划，
拉杜卡努在温网开赛前还要到伯明翰公开赛
的草场上找一找感觉，但她现在坦言自己并
不确定能在本月底开赛的温网前伤愈。

诺丁汉公开赛
张帅进16强

6月 8日，2022赛季中甲联赛大幕开启。
根据赛程，辽宁沈阳城市队与上海嘉定汇龙
队的比赛被安排在 9 日，这是经历了“大换
血”之后这支青年军的新赛季首秀。考虑到
对手的实力以及备战情况，全力争取“开门
红”将是城市队唯一的目标。

上海嘉定汇龙队是上赛季中乙联赛第七
名，换句话说，他们其实没有参加中乙升级组
的比赛，就成功递补进入中甲，可以说十分幸
运。不过，由于上海嘉定汇龙队一直按照中

乙联赛的标准备战，因此该队不仅没有外援，
相反名单中有大量的 U21 球员。而且由于
从确定递补进入中甲到开赛的时间非常紧
张，上海嘉定汇龙队首场比赛准备之仓促可
想而知。

不过，辽宁沈阳城市队主教练赵发庆并
没有小看对手的意思。“这个冬季转会窗口，
国内球员人员流动非常大，很多队伍相当于
换了一支球队，很难对对手进行客观的评
估。哪些队强，哪些队弱，都得真正交手了才

能看出来。”赵发庆如此表示。
而且，城市队同样面临着训练不够系统、

阵容欠缺磨合的问题。至于球迷非常关注的
外援中锋乌洛斯，由于他身体还没有恢复到
最佳状态，首战能否出场还是个未知数，9日
的比赛，很有可能双方是以“全华班”对阵“全
华班”的局面。由此可见，和上海嘉定汇龙队
这支升班马比起来，辽宁沈阳城市队即便有
那么一点优势，也极其有限。

尽管赵发庆告诉记者：“我们是一支年轻

的队伍，如果不能在联赛开局阶段打好基础，
后面会比较麻烦。”但现实情况使得他在赛前
新闻发布会上也直言：“第一阶段球队的困难
可能会很多。”而如果想要克服困难，就需要
全队团结一心，正如队长杨健所言：“只有在
保证团结和凝聚力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争取
好成绩。”此前两个赛季，辽宁沈阳城市队首
战均以失利告终。本赛季这支辽沈“青年军”
能否取得队史第一次中甲“开门红”，非常值
得期待。

迎首秀 辽沈“青年军”力争中甲开门红
本报记者 李 翔

征战世界女排联赛，对蔡斌执教的新一届
中国女排来说并不容易。朱婷、张常宁两大攻
手缺阵，以及新一周期的新老交替、阵容磨合
提升都需要时日。令人欣喜的是，经过世联赛
首站 4 场比赛的历练，这支中国女排的比赛
阵容、战术体系已经搭建起来了。

从比赛阵容上看，袁心玥、龚翔宇、丁霞
等老将依然可堪大任。袁心玥荣升队长，龚
翔宇成为主要得分手，丁霞仍是防反战术中
的最佳组织者。此外，李盈莹、王媛媛等主将
也愈发成熟、稳定，两人包揽了中国女排4场
比赛的得分王。这些队员必将是中国女排征

战巴黎奥运会的主力队员，值得信赖。与此
同时，金烨、王云蕗等年轻队员闪亮登场并均
有不俗发挥——金烨连续首发，王云蕗数次
替补救场。尽管在攻防两端仍有欠缺，但两
名球员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球队现阶段在主攻
位置上的短板。中国女排不缺新人，缺的是
机会与历练。

从技战术打法看，新一届中国女排的战
术体系及特点依然在快与变上做文章、求发
展。主帅蔡斌已多次向外界强调，他的执教
思路是在全面的基础上体现快速与多变。

仅从首站 4 场比赛来看，中国女排坚持

打快的战术执行得异常坚决，即便是在一传
半到位的情况下，也会强行组织快球、战术
球，这在以往是不多见的。二传出身的蔡斌
体现了老到的一面。面对身材高大、网口优
势明显的欧洲球队，中国女排的快速风格有
很强的针对性，并借此稳稳地占据场上主动，
因此取得了 3 连胜。不过，面对亚洲对手泰
国队，中国女排却遭遇了开赛以来最严峻的
考验，特别是一传遭受了巨大挑战。一传历
来就是中国女排快变体系的生命线，此后还
得苦练。

蔡斌昨天向外界表示，对球队在第一站

的整体表现给予肯定。他坦言，女排队员们
总体拼劲还是不错的，也看到了之前训练的
收获，“球队对于可能出现的困难局面做好了
准备和预案。我们今年的计划就是以赛代
练、以练促赛。不光是打比赛，在几个分站赛
的间隔还要抓紧训练，在全面上下功夫，包括
攻防的全面、技术的全面等。”

蔡斌表示，第一站比赛中国女排的发挥
还有起伏，但此次出征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女
排的目的就是要发现问题，明确接下来努力
的方向。同时，中国女排也要兼顾比赛成绩，
力争打进总决赛。

中国女排完成战术架构搭建
本报记者 朱才威

6月8日，大连人队以2∶0力克广州城队。图为大连人队球员王腾达（左）在比赛中传球。 新华社供片

本赛季中超联赛进入第二轮争夺，最大
的新闻莫过于两支武汉球队的惊艳发挥，双
双夺取两连胜，领跑积分榜，特别是武汉三镇
队的强悍表现令整个足坛侧目——4∶0横扫
河北队、6∶0碾压昔日霸主广州队，两场比赛
狂轰 10 球，控球率分别达到 74%和 58%。武
汉三镇队崛起，广州队没落，新赛季中超联赛
已然“变天”。

两场大胜、轻松登顶，武汉三镇队对很多
球迷来说依然十分陌生。作为本赛季中超联
赛升班马，武汉三镇队原名武汉尚文队，始创
于 2013 年，2019 年以中冠第 16 名递补进入
中乙联赛，2020年夺得中乙联赛冠军升入中
甲。2021年夺得中甲联赛冠军升入中超。

虽是中超新军，但武汉三镇队今年却是志
向远大：连续引入刘殿座、邓涵文、何超、高准
翼、陶强龙、谢鹏飞、罗森文、刘奕鸣等大批国
内好手。更重要的是在队内已有马尔康、埃德
米尔森、亚吉3名外援的情况下，又连签3名外
援戴维森、斯坦丘、华莱士，组成了一套“准6外
援的阵容”。“鸟枪换炮”后，武汉三镇队由“菜
鸟”变“豪门”。仅从阵容上看，他们已经具备
冲击更高排名甚至冠军的实力。

联赛刚刚起步，现在提及“凯泽斯劳滕神
话”对武汉三镇队来说略显过早。6月12日，
武汉三镇队将迎战老牌劲旅上海申花队。后
者昨晚以 2∶0击败上海海港队，同样积 6分。
12日的比赛将是一场榜首之争，同时也可窥
探武汉三镇队本赛季的征战走势。

相较于同城兄弟的刚猛，武汉长江队本
赛季极为低调。但他们前两轮的胜利极具性
价比，首轮 1∶0击败上海海港队，第二轮 2∶1
绝杀河北队。两战赚取 6 分，武汉长江队的
战绩并不低调。

两轮联赛战罢，武汉双雄的强势崛起，更
加映衬出广州两队深陷低谷的惨淡发挥。特
别是昔日霸主广州队（广州恒大）两轮未进1
球、净吞7弹，令外界唏嘘不已。

在 8 日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以递补身
份重返中超赛场的大连人队2∶0力克广州城
队，在送给对手两连败的同时，赢得新赛季的
首场胜利。两战积4分，如此梦幻开局，对于

谢晖统帅的大连人队来说，可谓异常宝贵。
目前，仅从已经战罢的第二轮 6 场比赛

来看，今年中超联赛的基本走势已日渐明
朗——翻看积分榜的首尾两端，武汉三镇

队的崛起已然势不可挡，而广州队跌至低
谷也恐无法避免。这预示着中超联赛固有
的豪门与新贵之间的界限已被彻底打破，
诸侯乱战的大幕已经开启。

武汉双雄强势崛起 大连人队梦幻开局
本报记者 朱才威

中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