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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AL7309营运证丢失，声明作废。
▲盐城牧合家牛业有限公司公章丢失，备案
码3209240900292，声明作废。
▲辽宁牧合家牛业科技有限公司公章丢失，
备案码210922001002457，声明作废。

▲辽宁牧合家牛业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丢失，
财务专用章备案码210922000002433，声明作废。
▲车牌辽HN2977营运证丢失作废。
▲张伟宏警官证（2101236）丢失，声明作废。
▲张伟宏警号（2101236）丢失，声明作废。

我公司拟对持有的沈阳创思特贸易有限公
司债权进行处置，债权总额1906.77万元，其中本
金800万元，利息1106.77万元（截至2023年3月
10日），债权金额以最终获得司法支持的为准。
贷款方式为保证和抵押，保证人为孙东煜、富勇，
抵押物为房产。欲了解详细信息请登录公司网
站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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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16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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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
联系电话：024-3188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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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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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风险资产锦州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项目的管理和处置工作，债权本金余额55800万元，截至2023年3月10
日，利息合计36238.40万元，债权总额92038.40万元。贷款方式为保证担保，
保证人为辽宁北华金城建设有限公司、锦州市元都大酒店有限公司、蔡继业、
张丽生。该债权未诉讼。

该债权借款人、保证人目前处于开业状态，有一定偿还能力，有一定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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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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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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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16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对
锦州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我公司拟对持有的沈阳新经纬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债权
总额3077.37万元，其中本金1380万元，利息1697.37万元（截至2023年3月
10日），债权金额以最终获得司法支持的为准。贷款方式为保证和抵押，保证
人为沈阳世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李学军、张彦、张健、明娟，抵押物为李学军
名下房产。欲了解详细信息请登录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债务减免或其他处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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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16日，有效期
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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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 联系电话：024-3188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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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16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对
沈阳新经纬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对
沈阳创思特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遗失声明

设立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目的在于扩大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宣
传，使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更多重视。
作为彩票消费者的购彩者，保障其合
法权益、维护彩票市场正常秩序是彩
票机构的职责所在。多年来，体育彩
票在倡导理性购彩、优化购彩环境、
保障开奖安全等方面精耕细作，让广
大购彩者在安全健康的购彩环境中
享受投注带来的乐趣。

倡导理性购彩
维护购彩者求教获知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三条

规定：消费者享有获得有关消费和消
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知识的权利。
消费者应当努力掌握所需商品或者
服务的知识和使用技能，正确使用商
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这就是消费
者的求教获知权。在此方面，体彩始
终以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开展倡
导理性购彩工作。

当购彩者走进体彩实体店，“快
乐购彩 理性投注”“快乐购彩五知
道”“体彩责任彩票公众手册（理性购
彩篇）”等各种“理性购彩”主题宣传
品映入眼帘；体彩实体店代销者也时
刻为购彩者解答有关游戏规则、中奖
概率、派奖活动等问题，引导其健康
购买，对于出现大额购彩、盲目追加
等非理性购彩行为进行及时劝导；各
地体彩也不断开展“责任彩票宣传”
活动，在对实体店从业者进行理性购
彩专题培训的同时，还向公众传递理
性购彩理念，引导广大购彩者重在参
与、量力而行。

去年世界杯期间，广东体彩中心
启动了“责任彩票宣传月”活动，广东
省 21 个地市通过专题培训、座谈会、
代言活动、答题互动等方式开展责任
彩票系列宣传；天津体彩在去年11月
初也开启了理性购彩宣传月活动，通
过夯实实体店基础工作、加强媒体渠
道宣传、扩大社会公众关注等措施向

社会倡导理性购彩，传递责任体彩理
念；一直以来，体彩倡导理性购彩，引
导购彩者树立理性购彩理念，维护广
大购彩者求教获知权。

持续优化购彩环境
维护购彩者财产安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规

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
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
的权利。为进一步帮助体彩代销者
树牢底线思维、坚持合规销售原则，
维护购彩者人身财产安全，体彩在
2021年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
理条例实施细则》以及游戏、渠道和
品牌等相关管理要求，出台了《体育
彩票销售人员合规管理要求》。管理
要求出台后，各地体彩中心为销售一
线人员培训解读要求内容，强调合规
销售的重要性。同时通过制定工作
方案、召开工作部署会议、开展自查
自纠、加强巡检摸排等举措，深入开

展实体店合规销售专项治理工作，进
一步提升体彩代销者合规经营意识，
严守合规红线。

在抵制非法彩票方面，体彩同样
不遗余力。非法彩票不但严重扰乱
和冲击正规彩票市场，还带来不少社
会问题和治安隐患，容易造成受骗人
财产流失，影响家庭和睦，影响社会
经济运行和稳定。

体彩除了要求每家实体店摆放
“打击非法彩票”主题宣传品，各地还
持续开展“打击非法彩票”系列活动，
部分省市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打击非
法彩票举报奖励活动。以湖北为例，
去年 9 月 22 日至 11 月底，分武汉、鄂
东南、鄂西南、鄂西北四个片区，协同
推进“责任彩票荆楚行”活动，对提供
非法彩票线索的举报人，视情况最高
奖励 10 万元。体彩始终坚持依法合
规销售，不断净化市场环境，抵制非
法彩票，维护广大购彩者的人身和财
产安全。

坚持全透明开奖流程
维护购彩者监督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五条
规定：消费者享有对商品和服务以及
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
利。体彩在开奖方面坚守“公开、公
平、公正”原则，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持续实施透明开奖系列措施，让购彩
者和社会公众看到开奖的每一个环
节、每一个细节，不断提升国家彩票
公信力建设。

体彩开奖流程透明严谨，无论是
数据封存、计奖验奖，还是摇奖设备
的保管与使用，均会在公证人员的
监督下秉公而行。开奖过程也随时
接受社会大众监督。早在 2011 年，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大厅便向公众开
放，凭有效证件预约报名，即可零距
离感受体彩的全透明开奖。及时、
准确地向社会发布开奖信息，既是
对购彩者的最好回应，又是推进体

彩公信力建设的具体体现。现在，
体彩开奖视频及开奖信息会在电
视、广播、报纸、网站、客户端等多个
平台发布，将开奖过程及结果更加
透明、及时、准确地展示，接受群众
监督，满足广大购彩者及时、定时收
看开奖信息的需求，维护购彩者的
监督权。

通过引导购彩者理性购彩、持续
优化购彩环境、提供全透明开奖等行
动传递责任彩票理念，体彩切实维护
购彩者合法权益。“责任在心 乐善同
行”，体彩将继续坚持公信公益初
心，依法治彩，从严从细落实好责任
彩票各项工作要求，将责任彩票理
念融会贯通到各项基础工作中，努
力打造规范的销售、安全的市场环
境和健康的购彩氛围，在建设“负责
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
彩票”道路上不断前进，更好地为人
民群众服务。

关 言

维护购彩者权益 体彩践行责任彩票理念

时隔3年重回主场后，辽宁男篮
迎来两场大胜。辽宁男篮在赛场上
的精彩表现，不仅给广大球迷带来惊
喜，也带动了沈阳及周边地区的消
费，从而助力经济发展。

在辽宁男篮 3月 8日、10日与上
海男篮、山东男篮的比赛中，辽宁体
育馆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辽宁男
篮主教练杨鸣赛后直言：“回归主场
后，球迷的热情超出了我的预料，成
为球队连续大胜的最大动力。”

这两场比赛，球迷李松华都来到
现场，用极具特色的声音带领其他球
迷一起高喊“辽宁男篮——必胜”。李
松华告诉记者：“能够在主场为辽篮呐
喊，我打心眼里高兴。辽篮的表现非
常争气，我身边不少小伙子看完球都
说，他们从辽篮身上看到了顽强拼搏
精神，很受鼓舞，回到工作岗位上，一
定要向辽篮学习，在‘全面振兴新突破
三年行动’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CBA 恢复主客场后，辽宁男篮
的主场比赛一票难求。以每场可售
球票1万张左右计算，辽宁男篮俱乐
部常规赛单场票房收入近 350 万
元。不仅球票热销，辽宁男篮的球衣
也成为抢手货。据不完全统计，最近
一周，辽宁男篮球衣的销售量达到万
余件。由于销售火爆，部分专卖店的
辽宁男篮球衣已经断货，绿色的城市
版球衣最为抢手。在3月8日的辽宁
男篮主场比赛之前，球迷胡毅赶到专

卖店买了5件辽篮球衣，“郭艾伦、赵
继伟、张镇麟、韩德君、付豪的球衣我
各买一件，每件售价 299 元，两件以
上打八折，一共 1195 元。每个主场
比赛，我都会穿上一件辽篮主力球员
的球衣到现场观战，为辽宁男篮加
油。”胡毅说。

可以说，辽宁男篮重回主场，不
仅提振了球迷的心气，还在餐饮、住
宿、商业、交通等方面为经济发展注
入活力。

省体育局负责人表示：“我们全
力支持辽宁男篮征战 CBA 联赛，借
此引领辽宁‘三大球’振兴发展，在弘

扬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砥
砺奋进的体育正能量的同时，努力将
辽宁打造成国内‘三大球’职业化发
展的发达地区，繁荣主场经济、主场
文化，为城市发展添活力、添风采，为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实现辽宁
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体育力量。”

辽篮为全面振兴添动力
本报记者 李 翔

在几日前结束的 U20 亚
青赛八强战中，中国青年队在
90分钟内顽强地与韩国队1∶1
战平，但加时赛的两个失误导
致连续丢球，未能闯入四强。

回 顾 近 几 届 U20 亚 青 赛 ，与
2016 年和 2018 年小组赛中接连失
利、2020 年无缘入围亚青赛的低谷
相比，目前这支国青队从小组出线、
距离进军世青赛只有一步之遥，在战
绩上有了明显起色，人们从中看到了
中国男足触底反弹的迹象。

必须承认，这支国青队踢得“不
好看”。连续4场比赛，从控球、传球
再到射门，国青队表现出来的技术含
量，与外界的期望有较大差距。即便
面对同小组实力不济的吉尔吉斯斯
坦队，国青队在各项技术统计数据中
也处于下风，这是实力使然。但也必
须看到，4 场比赛，这支国青队在平
均控球率不足三成的情况下，场场有

进球，且场场先进球。这足以
说明，这支国青队根据现有球
员的技术水平所选择的务实踢
法是成功的；在战略上，国青队
依托于一个“拼”字，更展现出

足够的勇气与血性。
这支国青队的整体实力不强，贵

在作风顽强。通过务实的战术、严格
的球场纪律，充分激发球员的斗志，
提升球队的战斗力，国青队的上述
经验，值得其他国字号男足队伍汲
取。过去数年，国字号男足战绩不
佳，中国男足需要靠一场场胜利和平
局，甚至是一场场虽败犹荣的失利积
累信心。

爱拼善拼才会赢。在现有条件
之下如何做到最好，如何拼到点子
上，是中国男足面临的重要课题。一
步步地解决好这一课题，务实、理性
地走下去，中国男足才会持续进步，
积小胜为大胜。

爱拼善拼才会赢
黄 岩

3月15日，辽宁省“公益体彩 快
乐操场”（以下简称“快乐操场”）活动
正式启动。今年，辽宁省体育彩票中
心将为省内20所公立中小学捐赠体
育器材和设施，即日起面向社会发
起全省公开征集。体育器材匮乏或
体育器材需更新的省内中小学校均
可通过辽宁体彩网线上报名平台提
出申请。

本次征集活动的征集时间自 3
月 15 日开始，至 4 月 15 日结束。征
集对象为全省的公立中小学校。存
在体育设施匮乏、老化等问题的学
校，欢迎通过辽宁体彩网报名平台
进行报名。报名渠道为辽宁体彩网

（www.lntycp.com），登 录 网 站 进 入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网络报名平
台后，按照要求进行相关材料填报
即可。

报名结束后，辽宁省体育彩票中
心将联合新闻媒体进行评审和实地
考察，评选出 20 所亟须帮助的中小
学，进行体育器材捐赠，用于改善学
校的体育设施及体育教学状况。

“快乐操场”活动是中国体育彩
票微光行动示范项目。辽宁体彩自
2015 年在省内开展此项活动以来，
截至2022年，累计为省内145所中小
学校捐赠价值270万元的体育器材，
捐助范围覆盖全省14个地市。2021
年、2022年，辽宁体彩连续开展体育
支教活动，努力提高中小学生的健康

理念和健身意识。
2023 年“快乐操场”再次出发，

将继续为需要帮助的中小学校送去
体育器材，让校园内的孩子享受到运
动的欢乐，助力他们健康成长。

报名内容和要求：
一、报名时间
2023 年 3 月 15 日至 2023 年 4 月

15日。
二、报名范围
省内体育器材匮乏的公立中、小

学校。
三、报名方式
登 录 辽 宁 体 彩 网 www.lntycp.

com，进入“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报
名平台进行报名。

报名平台链接：http://www.ln-
tycp.com/klcc2023/bm/。 报 名 咨 询
电话：024-22860838。

四、报名要求
1. 报名学校需在“快乐操场”网

络报名平台完整填写报名资料。包
括学生总人数、班级数量、学校详细
地址、学校基本情况、学校体育器材
匮乏的详细描述及详细的申请理由、
学校有效联系方式等。

2. 报名学校需在“快乐操场”网
络报名平台提交学校照片，每所学校
上报4张照片：学校大门照片1张、操
场照片1张、体育器材室照片1张（若
无体育器材室可不附图）、校园概况
照片1张。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活动启动 即日起接受报名
争锋

ZHENG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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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晚，辽宁男篮迎战上海
队，尽管5人得分上双，但全队在攻防
两端表现低迷，导致球队以 105∶109
落败，吃到本赛季第八场败仗。稍微
令辽篮球迷宽慰的是，广东队本轮在
客场以66∶76负于青岛队。

本场比赛，上海队轮休了有伤在
身的王哲林和大外援奥布莱恩特，但
全场比赛，辽篮没把理论上的内线优
势变成现实，无论是韩德君还是莫兰
德，都没能对对方篮筐持续形成威
胁。尤其是在对方唯一能顶五号位的
闫鹏飞在第四节开场就吃到5次犯规
的情况下，辽篮竟然没有采用相关战
术，让闫鹏飞一直坚持到了比赛结束。

这是辽篮本场比赛战术纪律涣
散的一个缩影。上海队此役战术思
想非常明确，自始至终采取联防，全
队收缩篮下防守，赌辽篮外线手感不
佳。在这样简单明了的局面下，辽篮
球员却缺乏耐心，不顾一切地钻入对
方布置好的圈套，放弃了自己的篮下
优势，跟着对方打起“跑轰”，频频外
线出手，而且越不进越着急，越着急
就越不进，很快陷入恶性循环，并且
心态严重失衡。可以说，如果不是郭
艾伦第三节得到 11 分，上海队不用
等到第四节就可以锁定胜局。

如果仅仅是进攻手感不佳，还可
以通过高强度的防守抑制对手得分，
从而期盼迎来比赛的转折点，可辽篮
此役最致命的问题恰恰出在防守
上。上海队的进攻套路“简单粗暴”，
就是内线球员不断拉出来给小外援
梅洛做掩护，偏偏梅洛本场比赛如有
神助，两分球8投7中，三分球13投7
中，而且很多次都是离三分线尚有一
定距离的时候出现空当马上出手，令
人防不胜防。即便辽篮选择换防，梅
洛也可以利用脚步小打大，或者突破
分球，全场比赛他在得到 41 分的同
时，还送出8次助攻。

在这种情况下，辽篮的防守陷入
顾此失彼的境地，士气也变得低落，多
次出现退防不及时的现象。到了第四
节，辽篮连后场篮板都无法保证，被本
赛季场均只有10.6分、5.3个篮板的刘
铮打出19分、9个篮板的全明星数据。

当然，辽篮此役并非毫无收获，
此前一直受到伤病困扰的郭艾伦出
现复苏迹象，全场得到29分，在CBA
历史得分榜上以 8414 分超越刘玉
栋，升至第八位。同时，凭借本场 6
次 助 攻 ，郭 艾 伦 历 史 助 攻 数 达 到
2502 次，成为达到这一成绩所用场
次最少的国内球员。

攻防失序辽篮留遗憾

郭艾伦迎来里程碑之夜
本报记者 李 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