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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排世锦赛开战

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四大满贯赛事单打八强

巴俄美意具冠军相

彭帅：球迷支持是取胜动力
虽然是直落两盘获胜，但彭帅在比
赛中面临的压力并不小，尤其是第二盘
破发之后，萨法洛娃在自己的发球局几
乎没让彭帅得分。谈到当时的压力，
彭帅说：
“ 当时在 2：1 的时候找机会破
了她一个，之后的 3 局她的发球基本上
全部都进了，而且她是左手，所以有的
发球确实是不太好去接。以往她在二
区的时候喜欢发外角，但今天她连续
发了我 3 个内角，而且几乎都是贴着中
线的那种，她发得很好，那个时候因为
对方的发球好你也没什么太好的办
法，当时想的就是只能做好自己发球
局的准备。”
这是彭帅第六次闯入大满贯赛单
打 16 强，也是第一次突破 16 强晋级大
满贯赛 8 强。
“ 如果没有之前那几次失
利，我不知道今天的比赛是不是会赢，
以前曾经输过莎拉波娃、拉德万斯卡、
佩内塔，都是很接近的比赛。今天打的
时候那几次经历、失败，会让我更敢打，

美网战报
男单第三轮
费德勒 3：1 格拉诺勒斯
迪米特洛夫 3：1 戈芬
孟菲尔斯 3：0 加斯奎特
费雷尔 1：3 西蒙
女单第四轮
彭帅 2：0 萨法洛娃
沃兹尼亚奇 2：1 莎拉波娃
埃拉尼 2：1 鲁西奇
本西奇 2：0 扬科维奇

美网绽放 帅 金花

■ 阿成

级过程尽显帅气，正反手双手握拍左右
开弓的进攻性打法，美妙的弧线，灿烂
的笑容，那叫一个“爽”。本届美网给人
一种强烈的感觉，彭帅又长球了，是全
方位的提升和成熟。
正 反 拍 双 手 握 拍 抽 击 力 度 强 ，这
是彭帅打法的特点，但以往，她的击球
并不太稳定；本届美网，在长拍对抽中
彭帅多半是最后的赢家，而发球的加
强，也是她获胜的利器。双手握拍的
弱点是步伐受限，防守比较吃力；本届

美网，彭帅展示了比以往更迅捷的脚
步，还会不时起上旋高球缓解防守压
力。体能以往是彭帅的弱项，她多次
在鏖战中因为体力不支而崩盘；本届
美网，彭帅正好调到体能和状态的高
峰期，没有了气喘吁吁弯腰塌背的惨
状，只见动力十足的跑动和轻松欢快
的笑脸。以往彭帅临场应变和心理素
质备受诟病，在较劲的时刻她往往是
手软落败的一方；本届美网，彭帅似乎
成了胜负师和战术大师，关键时刻果

敢出手，上旋球缓冲、长短球调动等多
种战术灵活运用得心应手。
彭帅已参加 37 次大满贯比赛，大
满贯单打八强，曾是她如何努力都触
碰不到的高度，她曾想过放弃，但最终
坚持了下来。28 岁实现了职业生涯的
新突破，彭帅诠释了“坚持”的力量，本
届美网八强，是对她“坚持”的一个最
好回报。
但打入大满贯八强，彭帅还未走到
终点。本届美网女单比赛黑马狂奔，除

男篮世界杯“决赛重演”

美国队大胜土耳其

红牛
“羽林争霸”全国总冠军
为羽毛球世锦赛决赛开球
北京时间 8 月 31 日，代表中国业余选手最高水平的 2014 红牛“羽林争霸”全
国总冠军浙江银江队队员王辉、许俊峰、张博远、郑昊、曾丰和李王晶尔在丹麦巴
勒鲁普超级体育馆，为羽毛球世锦赛决赛开球。世界羽联主席拉尔森对中国业余
羽毛球发展状况给予了极大肯定，并表示希望在世界范围内更广泛地推广羽毛球
这项运动。
小红 摄

据 新 华 社 马 德 里 8 月 31 日 电
2014 年男篮世界杯小组赛 31 日迎来
了上届世锦赛（世界杯前身）冠、亚军之
间的对决，卫冕冠军美国队以 98：77 大
胜土耳其队。塞内加尔队在以 82：75
击败波多黎各队后，收获 1998 年后在
世界大赛上的首场胜利。
美国队的法里埃德得到全场最高
的 22 分，安东尼·戴维斯贡献 19 分，哈
登拿下 14 分和 7 次助攻。
4 年 前 的 世 锦 赛 决 赛 ，美 国 队 以
81：64 击败身为东道主的土耳其队。
尽管土耳其队目前阵容中还有 8 位球
员参加过上届比赛，但两位大将特科格
鲁和伊利亚索瓦已不在阵中，让球队实
力受到影响。
不过，美国队在半场结束时还以
35：40 落后。下半场，强大的他们才找
回了熟悉的快速反击。
“上半场我们准备得不够充分，如

果我们想拿金牌，这是万万不可的，”戴
维斯说。
“比赛前我们就在讨论如何延缓比
赛节奏，上半场甚至前三节我们都做得
不错。但之后我们有些累了，对手却保
持着同样的水准，”土耳其队球员阿尔
斯兰说。
数据显示，塞内加尔队上一次在世
界大赛中获胜要追溯到 1998 年世锦
赛，当时他们战胜了韩国队。此后，他
们在 2006 年日本世锦赛上五战皆墨。
“我们等待这一刻太久了。当时在
日本，我们险些做到了，”参加过 2006
年世锦赛的塞内加尔队队长恩多耶说。
东道主西班牙队以 91：54 大胜埃
及队，同样收获两连胜。首场缺阵的伊
巴卡拿下全场最高的 18 分。
其他比赛中，芬兰队 81：76 击败乌
克兰队，多米尼加队 76：63 战胜新西兰
队，法国队 74：73 险胜塞尔维亚队，巴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海口永华盛实业有限公司等
32 户纳税人开具发票走逃的通告

1 海口
2 海口

纳税人名称

认定非 法定代表人或
正常户日期 负责人姓名

4601000 海口永华盛实业
2014/5/14
有限公司
82534507
4601000 海口弘汇盈实业
2014/3/26
有限公司
82546532

4601000 海南创信昕广告
3 海口
2014/4/25
有限公司
82517862
4 海口
5 海口
6 海口

4601000 海南舟跃实业
2014/4/25
8251782X 有限公司

4601000 海口鑫向前广告
2013/11/25
有限公司
56350974
4601000 海口奥壹喜广告
2014/5/26
有限公司
75718930

4601000 海口美壹达实业
7 海口
2014/5/26
有限公司
75718893
8 海口
9 海口
10 海口

4601000 海口荣升广告
2014/03/25
82532800 有限公司
4601000 海口鑫亨达贸易
2014/04/28
有限公司
82546401
4601000 海口金永昌广告
2014/05/28
有限公司
82546284

4601000 海口一品虎印
11 海口
2014/2/26
82512666 广告有限公司
4601000 海口广春发贸易
12 海口
2014/1/27
有限公司
75738106
13 海口
14 海口
15 海口
16 海口

4601000 海口源新富贸易
2014/1/27
有限公司
75738085
4601000 海口邦悦建材
2014/1/27
56387996 销售有限公司
4601000 海口永和广贸易
2014/3/27
有限公司
82548650
4601000 海口艾诗飞广告
2014/4/29
有限公司
90515592

■■■■■

林高庭
周经桐
黄军
黄军
薛向前
王梅
王梅
林琼
吕桂岭
赵正付
邓良虎
林弟
赖昌贤
陈守均
詹俊
邓晓敏

身份证
号码

序
纳税人
市县
号
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

认定非 法定代表人或
正常户日期 负责人姓名

海口德美滋
460033197
4601000
17 海口
2013/2/28
902184852
51090069 实业有限公司
460026195
4509221990
18 海口
1012365602
503140331

海口美兰品
贵重家俱店

2014/5/26

460028197
460004198 海口美兰路骑士
19 海口
2014/5/26
809105215
610012613 电动车商行
460028197
460021196 海口美兰昌海
20 海口
2014/3/27
五金商行
809105215
502263818
411024199
4600213
21 海口
103072517
90619381

海口美兰冶
金家俱店

2013/7/30

460029196
460100195 海口美兰和兴达
22 海口
2013/10/31
901167321
607160048 文具百货商行
460029196
4601000 海口富金盛装饰
23 海口
2014/2/27
901167321
75738288 工程有限公司
460021197
4601000 海口鸿运天德
24 海口
2014/1/27
410130625
82511938 实业有限公司
371202197
4601000 海口盛发旺装饰
25 海口
2014/2/27
201046823
75738077 工程有限公司

513022196
4601000 海口江丰贸易
26 海口
2013/12/26
有限公司
608112739
75720555
460028197
2108021965 陵水椰林华贵坊
27 陵水
2013/9/25
0928006102 窗帘家饰第一分店
808140414

460026199
4602000 三亚捷锐文化
28 三亚
2014/1/28
40415121X
69690345 传媒有限公司

460026198
4602000 三亚铭顺文化
29 三亚
2013/10/25
907271219
69689440 传播有限公司
440825198
4602000
30 三亚
003191711
69689600
422127196
4602000
31 三亚
810134936
82526646
460103198
4602000
32 三亚
909021521
69685837

杜士军
饶啟南
符国成
陈加公
吴多敬
温金英
林弟
黄德兰
赖昌贤
毛泽昌
牛华
王会利
王明辉

三亚光耀实
业有限公司

2013/10/25

王会利

三亚美创广
告有限公司

2014/1/28

姚霞霞

三亚华神实
业有限公司

2014/2/14

王明辉

备战亚洲杯
国足再赴福地沈阳
据新华社沈阳 9 月 1 日电 （记者李铮）中国
男足又来到了福地沈阳，这是法国人佩兰上任以
来，国家队连续第二次集结在这座见证国足冲进
世界杯的城市。从 1 日开始的十天，国家队将以
沈阳为大本营训练，并在鞍山和哈尔滨迎战科威
特、约旦两支西亚球队。
“佩二期”的目标仍然是备
战明年一月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亚洲杯。
与六月份第一次集训招入大量新人不同，佩
兰这次征召了不少中生代球员，郜林、于海等上届
国家队的常客都来到了沈阳。
关于名单的细微差别，
佩兰说：
“我们国家队的
教练组一直在不停地跟踪联赛，
考察大名单中的队
员，
国家队的大门向所有有志于报效国家的队员敞
开。我们最终是为了选择最适合打亚洲杯的球员。
”
让佩兰稍显遗憾的是，
这次 23 人大名单中，
赵
旭日、
吴曦、
杨旭等人都受到了伤病困扰，
这让集训
质量打了折扣。佩兰说：
“大多数球员都参加了昨
天的中超联赛，
他们的身体和心理都很疲劳。
”

西队 79：50 大胜伊朗队，克罗地亚队
90：85 爆 冷 战 胜 阿 根 廷 队 ，希 腊 队
82：70 击败菲律宾队，斯洛文尼亚队
89：68 大 胜 墨 西 哥 队 ，立 陶 宛 队 75：
62 击败安哥拉队，澳大利亚队 89：55
大胜韩国队。

省三人篮球赛下周开打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2014 年海南省高级体
校“科维杯”三人制男子篮球赛将于 9 月 9 日至 14
日在省高级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篮球场举行。
本次比赛采用中国篮球协会审定单循环赛的
最新《篮球规则》执行，同时使用《三人制篮球赛细
则》。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小组前 2 名进入 8
强赛；
第二阶段采用交叉淘汰赛制，
最后决出前四
名。据了解，
各业余球队均可自由组队报名参赛，
限报 32 支球队，每队限报 5 人。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主
办，
海南省高级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承办。

美国队球员安东尼·戴维斯（上）在
比赛中扣篮得分。
新华社发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
《税务登记管理办法》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税务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的规定，
下列纳税人开具50份以
上普通发票未依法申报纳税，
已走逃为非正常户，
现予通告，
并暂停其税务登记证件、
发票领购簿和发票的使用。被列入非正常户超过三个月的，
税务机关
可以宣布其税务登记证件失效，
其税款追征事宜仍按税收征管法有关规定执行。
序
纳税人
市县
号
识别号

小威外大种子选手纷纷出局，
“乱世”中
彭帅有机会继续前进。1/4 决赛彭帅将
对阵本届美网头号“黑马”、17 岁的瑞士
新星本西奇，
本西奇有”
小辛吉斯
“之称，
其灵动的球风与瑞士公主辛吉斯有相似
之处。与拉德万斯卡之战表明，彭帅并
不惧怕这种灵动的球风，
不过，本西奇除
了灵动之外，还能发力突击。彭帅与本
西奇之战，是一场
遭遇战，也是经验
与活力的对垒。
如果能打入四强，
彭帅将创下中国
金花在美网的历
史最佳战绩。

大侃台

李娜退赛让人们担忧今年美网的
中国元素会褪色，但现在，金花一姐因
伤缺阵成为了另一朵中国金花绽放的
“衬托”，彭帅一路潇洒闯关，职业生涯
首度打进大满贯女单八强，法拉盛球场
也不断出现众多华人球迷现场加油助
威并在赛后围着彭帅签名的心动场
景。李娜当然还是金花一姐，但在本届
美网，
彭帅是最靓丽的金花。
彭帅八强的成色十足，其手下败将
拉德万斯卡、文奇、萨法洛娃都是成名
多年的名将，并且打法各异，波兰姑娘
拉德万斯卡还贵为 4 号种子。彭帅的晋

更正常一些，也让自己更想赢一些。但
今天是我的一次突破，所以感觉也挺好
的，”
彭帅说。
关于突破，彭帅表示是团队努力的
结果。她说：
“ 是大家，是团队，今年在
上半年的时候有不小的波动，我想也是
因为这些波动让我的想法和心态有了
更多改变。现在跟马伟开的合作比以
前更稳定，似乎大家和以前比起来也更
加了解。我现在的体能教练，整个团
队，有一些是变动的，马伟开和体能教
练是在一起时间比较多的，他们给了我
很多支持和鼓励。年初的时候我非常
茫然，那时候也是马伟开在困难的时候
伸出援手，每次都是我要支撑不住的时
候在帮我托底……现在这个成绩跟大
家的努力分不开，我自己也要努力，希
望还可以再继续进行下去。”
彭帅在四分之一决赛中的对手是
淘汰了科贝尔、扬科维奇等名将的 17
岁瑞士小将本西奇。

彭帅在比赛中回球。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纽约 8 月 31 日电（记者林
德韧）中国“金花”彭帅 31 日登上了个
人职业生涯的又一巅峰，她在美网女单
八分之一决赛中以 6：3 和 6：4 淘汰捷
克名将萨法洛娃，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四
大满贯赛事单打八强。
经历了 37 次大满贯赛之旅，彭帅
终于在美网单打赛场实现突破。对于
这次突破，彭帅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表
示，这是整个团队努力的结果，同时她
也表示球迷的支持是她取胜的动力。
彭帅说：
“ 真的好开心，我记得我
赢的那一瞬间都跳起来了，我通常不
会跳起来的。之前跟她（萨法洛娃）打
其实是输了很多次，有 3 次还是两次是
很接近的，3 盘输的，都有机会。今天
我觉得从第一盘到第二盘都是领先，
在发球环节发挥得很好。另外现场有
很多中国球迷给我加油，所以我也跟
自己说一定要有勇气拿下来，千万别
手软。”

2014 年世界男排锦标赛 9 月 1 日在波兰开
战，
巴西男排将力争连续第四次夺取世锦赛冠军，
俄罗斯、美国、意大利等强队也均具备争冠实力。
中国男排的目标是力争打进十六强。
巴西男排前三届世锦赛实现三连冠，尽管伦
敦奥运会后一些老将离队，但目前的主力队员大
都是参加过伦敦奥运会的老队员。巴西队攻守全
面、进攻速度较快、配合娴熟、经验丰富，
仍然是本
次比赛的夺冠热门。如能如愿夺冠，巴西队将实
现史无前例的世锦赛四连冠。
俄罗斯男排夺得伦敦奥运会金牌后进行了大
换血，
但目前仍具备相当强的实力，
他们去年在强
手如林的欧锦赛夺得冠军，还夺得 2013 年世界男
排联赛冠军。该队保持了强攻突出、网上实力强
大的优势，也是夺冠的热门队伍。美国队夺得了
今年世界男排联赛冠军，主攻桑德尔和接应安德
森进攻实力很强，副攻大卫·李拦网出色，同样具
备了冲击前三乃至冠军的实力。伦敦奥运会铜牌
得主意大利男排近年来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该队攻防比较均衡、技术全面、打法整体性比较
强，
意大利队发挥一向比较稳定，
但队中缺乏强攻
突出的得分手，
夺冠希望较以上三队小。
中国男排以老队员为主，辅以新人的阵容出
征，
这批队员配合比较默契，
经验丰富。袁志和仲
为君仍然是队中的主要得分手，梁春龙的拦网和
任琦的一传也比较出色。不过发球和接发球环节
相对薄弱，拦网的起伏比较大。由于老队员比较
多，
全队的冲劲不足。
中国队分在 C 组，该组俄罗斯队和保加利亚
队是世界强队，加拿大队的实力也强于中国队。
中国队只有战胜墨西哥队和埃及队方能进入 16
强，中国队实力强于墨西哥队，而与埃及队实力
相当，与埃及队之战很可能将决定中国队能否跻
进十六强。
■ 林永成

身份证
号码
372824197
106175434
450922199
010123656
460004198
610012613
460021196
502263818
46002139
0619381

460100195
607160048

460026199
40415121X
460027197
010182029
460026198
907271219
460002198
612211015
210802196
509280061
460033198
306124508
460026199
107241219
460033198
306124508
331003198
410153986
460026199
107241219

海口悦立达贸易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27 日通过公开竞拍的方
式，依法取得临高金牌城市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金牌城信社”
）本公
告清单（附表）所列债权及位于临高县临城镇长堤东路两处房产（产权
证编号：临房字第 001932 号、临房字第 001933 号）。
海口悦立达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清
单（附表）中所列债务人及其债务担保人，
立即向海口悦立达贸易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临高县金牌城市信用合作社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合计

■■■■■

借款人
海口有桥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临高祥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儋州新大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德孚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中银租赁有限公司
海南省临高信和租赁有限公司
海南省临高金牌物业发展公司
海口东瑞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临高角度假村
临高民政局
临高自来水公司
卢滨
何建林
符传海
连魁武
吴海琼
羊爱珍
李芳婷
台剑锋
陈璐
马安国
连魁文
黄云珍
符波
曾运清
陈建华
王新足
王伟鹏
吴海胜
蒙丽华
傅书华
路凯
符建
李杰成
王葆生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海口悦立达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省临高县金牌城市信用社整顿工作小组
2014 年 8 月 28 日
联系人：郑先生
联系电话：13876336899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账面本金
4,800,000.00
1,770,000.00
1,520,000.00
1,499,997.98
1,027,050.00
800,000.00
300,000.00
210,000.00
160,000.00
474,160.53
38,743.85
1,940,000.00
1,900,000.00
1,900,000.00
1,900,000.00
1,800,000.00
1,474,795.91
1,000,000.00
910,000.00
600,000.00
550,000.00
400,000.00
315,000.00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140,876.70
100,000.00
100,000.00
80,000.00
60,000.00
58,000.00
43,000.00
40,000.00
11,372.40
28,522,997.37

担保单位或个人
海口恒基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口恒基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口有桥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恒基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洋浦集成有限公司、陈明雄、赵金鑫
海口恒基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洋浦集成有限公司、海南红太阳房地产公司
海南天达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海口南洋贸易有限公司
海口恒基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洋浦信业发展总公司、杨毅泽
儋州新大路典当行、海南红太阳房地产公司
海南洋浦集成有限公司、陈明雄、赵金鑫
海南红太阳房地产公司、儋州新大陆典当行
海口恒基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口恒基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黄成

起止日
98-12-15~99-9-15
97-3-5~97-9-5
97-4-6~97-10-6
98-11-24~99-5-24
01-4-2~02-4-2
96-2-5~96-8-5
96-1-17~96-7-17
94-8-5~95-2-5
99-1-4~01-11-14
99-12-15~00-12-15
00-6-2~01-1-2
97-3-14~97-9-14
97-3-14~97-9-14
97-4-6~97-10-6
97-5-2~97-11-2
97-3-14~97-9-14
97-5-2~97-11-2
97-4-29~97-10-29
97-3-4~97-9-4
97-3-14~97-9-14
99-5-4~99-7-4
97-5-8~97-11-8
98-8-18~98-9-18
96-1-30~96-7-30
96-2-8~96-8-8
98-12-23~99-6-23
97-4-10~97-10-9
97-4-9~97-10-9
98-9-22~99-3-22
99-9-7~00-9-7
99-9-10~00-9-10
99-8-16~00-8-16
98-9-22~99-2-22
98-10-6~99-4-6
98-10-23~99-4-2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