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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注销公告
琼海嘉积美莉茄贸易有限公司拟
向琼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罗牛山肉类食品有限公司拟
向海口市工商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见报45天内办理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中诚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拟申
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
理相关手续。

▲海南盛腾度假发展有限公司财
务章损坏，特此声明作废。
▲周财吉不慎遗失海口市市场物
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证（股权证
号 NO:000231，所持股份 207，
006股），特此声明作废。
▲梁云遗失由海口外滩城房地产
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口·恒大外滩楼
宇认购书一份，编号：0006107，声
明作废。
▲刘秀峰遗失五指山市避暑一期
C3栋 406房收据3张，票号分别
为：0000475、0000582、0007844，
声明作废。
▲覃文广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副
本，证号:440922620723423，声
明作废。
▲蔡兴雄遗失警官证，警号为：
120078，特此声明。
▲黄明冲与黄小香夫妇于2010年
4月30日在澄迈县美亭卫生院出
生男婴一名，因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J460129678，不慎遗失，声明
作废。
▲澄迈天润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本一本，证号为：
460027069699286，声明作废。
▲昌江石碌美洁消毒中心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
460031197510102413N1，声 明
作废。
▲三亚荔枝沟金凤凰家私城不慎
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编号为：
G7046020100046670K，声 明 作
废。
▲万宁万城金银泉宾馆不慎遗失
李爱真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万宁万城鲜得来果菜配送中心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注册号：
469006600148708，声明作废。
▲万宁万城涛渤建筑材料批发部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注册号：
469006600191924，声明作废。

公 告
海南金光药业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王善花、李秀菊与被申
请人你公司劳动争议案（琼中劳人
仲案字〔2015〕32号，琼中劳人仲
案字〔2015〕33 号），现已作出裁
决。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琼
中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5楼
仲 裁 办 ，联 系 电 话:0898-
86231250）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自公告之日起30日后，该
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

2015年9月11日

注销公告
临高金坤渔业有限公司拟向临高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见报之日起45天内
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声明
东方良智海景大酒店因2015年7
月19日-月20日连降大暴雨，将
2011年-2013年人事档案与财务
账单浸泡报损，良智海景大酒店特
此声明。 声明人：谢海

2015年9月1日
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注销公告
据座落于儋州市那大胜利路朝阳
街96号的林惠和声称：其持有的
《房屋所有权证》（证号：儋房权证
那大字第2260号）已遗失，自公告
之日起注销该房屋所有权证。特
此公告

注销公告
成都标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海南
分公司拟向海口市工商局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45天内到
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华荣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拟
向琼海市工商局申请注销（海南华
健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嘉积北门
民康分店）事宜，请相关债权债务
人自见报之日起到本公司办理相
关事宜。联系人：王志平电话：
13005008584

注销公告
文昌丽晶晶体宝石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文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
之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
事宜。

注销公告
文昌腾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拟注销，请有关债权债务人在登报
日起45天内来办理有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威行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
司拟向海口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见报45天内办理相关
事宜。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圆形
脸，于 2015 年 7 月 20
日，在文昌市会文镇马
龙村路口处被捡拾。
请女婴生父母或其他
法定监护人，于公告之

日起 60天内持有效证件前来认
领，逾期视为弃婴。联系电话：
63231553。

文昌市民政局
2015年9月2日

注销公告
海南天唐计算机有限公司拟向省
工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
人自登报日起45天内到我公司办
理相关事宜。

遗失声明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
省分公司达通专营店遗失往来专
用凭证1本始起编号00330201至
00330250与一张0230471号。特
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美兰雅事达商行遗失货物销售发
票，百位发票代码：146010421032，
发票号：01744101-01744200，100
张，千位发票代码：146010421033，
发票号：00372376-00372400，25
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乙劳村委
会符平、报帐员符求关遗失财务私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海南
人力资源服务分公司不慎遗失海南
省商务服务业发票四张,发票代码:
146001410202, 发 票 号 码:
10409320、10409321、10409322、
1040932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陵水英州赤岭湾杨帆船舫不慎丢
失5张通用机打有奖发票，号码为
09128080 一 082，09128093，
09128038，现登报作废。

遗失声明
澄迈金福山香蕉专业合作社遗失
支票号码如下:462500016526，
461500017403- 461500017405，
461500017409，461500017413-
461500017415，461500017418，
461500017420，461500017422，
461500017425， 46150001800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威行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01002008785，声明作废。
▲张桂山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件编号：469022000516，特
此声明。

欢迎乡镇、农村、农场等偏远地区客户在
《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刊登分类广告

为方便乡镇、农场、农村等其他偏远地区办理分类广告，发行
中心开通以手机短信、QQ、微信等形式多样的办理渠道，以方便
广大客户刊登广告。可承接办理：身份证等各类证件遗失，法院、
住建局等各类政府单位公告，商业信息，农产品名特优推介等。

帐户：海南日报社发行部
帐号：2201021109200007117 开户行：海口市工行金盘支行
电话：13976322100

国贸发行站 13876677710 18689865272
琼山发行站 13198919988 13627537032
白龙发行站 13098993210 13876984883
新华发行站 13379877754 13976834458

白坡发行站 13698980708 13907558778
秀英发行站 13198947206 13697591335
海甸发行站 13807596387 13687597776
DM夹页广告办理电话 66810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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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广告：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买五送二
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228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1楼广告中心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3876620309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三亚 13976599920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3976578108
五指山 18689861608
文 昌 13307616119
琼 海 18976113800

琼中 13907518031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 13907518031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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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 款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647576863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10月1日《南国都市报》分类广告将推
出便民信息专栏，我们的宗旨是：面向大众
服务于个人、小微企业等，低价格再优惠。
机遇难得不容错过，大家快快参与体验吧！

一、该专栏每行14个字，每条收费分别
划分为：▲ 35元/条：个人信息（我要的、我有的）、钻孔、打井、防水补漏、小吃·
水吧、按摩保健、管道疏通、土建·工程、开锁、维修、送水、住宿、高空作业、园
林制品、苗圃绿化、美容美发、瓷砖建材、印刷设计、电脑·网络商城、服装·窗
帘·布艺、木工、建筑·设计、特卖·甩卖；▲40元/条：家纺、翻新·装修、空调加
冰种·制冷、甲醛检测、卷闸门、塑料包装、防盗网、净水超市·办理水卡、晾衣
架；▲50元/条：二手房产、二手车、网络监控、药材·养殖、娱乐咨讯（歌舞厅）、
影讯先知、搬家、票务、代理、租赁、代驾、婚庆、速递。

二、认购时间：2015年9月1日起。
三、促销期间优惠回馈：1、凡一次性购买5次送2次；2、凡在活动期间订

购均享受八折优惠。
咨询电话：66810228、66810582
广告订购热线：66810111、66810788、66810570

喜讯来了！

银达贷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66775888 13907566137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贷款 三百万起
贷 地域不限 企业 个人均可、手
续简单、放款快。代打全国各类
保证金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成都锦江区新光华街7号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首家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收购海南黄花梨
圆木板材老家具 陈18689898700

临街旺铺 火爆招租
海秀东路彩虹天桥旁亿圣和古玩
城，临街旺铺招租。部分精装柜台
出租，无需装修，拎货经营。财富
热 线 13876838173 （ 孙 总 ）
13976352870（吴经理）

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补发房屋所有权证公告
海住建房【2015】485号

赵翠荣向我局申请补发位于海口
市道客五里 73 号，房产证号：
HK030431 经查，申请人持有的
HK030431房屋所有权证已登报
挂失，现公告注销该证项下房屋所
有权登记，上述房产证不再具有法
律效力。若有异议，请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三十日内书面向本局提
出，期限届满上述房屋所有权证作
废，并按有关规定补发房屋所有权
证。

2015年8月25日
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补发房屋所有权证公告
海住建房[2015]485号

符永晓向我局申请补发位于海口
市美兰区滨江路16号蓝水湾二期
西区1号楼十八层1804房，房产
证号：HK402856经查，申请人持
有的HK402856房屋所有权证已
登报挂失，现公告注销该证项下房
屋所有权登记，上述房产证不再具
有法律效力。若有异议，请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三十日内书面向本
局提出，期限届满上述房屋所有权
证作废，并按有关规定补发房屋所
有权证。

2015年8月25日

注销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华梦教育培训中心
（教民146010372010011号）拟向
海口市龙华区教育局申请注销，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15天内
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声明
我司已与陈慧琪解除了内部承包
关系，其所持的“湖南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合同专用章”宣
布作废，今后凡盖此章的合同及资
料等我司概不予认可。特此声明！

海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5年9月7日

通知
堆岳村民小组与海南文昌冠鑫矿
业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签订了
《石英矿砂租赁合同》，但至今贵司
未能依约支付租金，本小组多次要
求贵司付款未果，导致合同根本目
的不能实现，现向贵司通知如下：
1、请贵司于2015年9月20日前与
本小组协商合同履行事宜。2、如
贵司在上述期限内未与本小组协
商，则上述合同自动解除，本小组
保留追究贵司责任的权利。
堆岳村民小组 2015年9月12日

注销公告
乐东闽乐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向乐东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45天到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天方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手续。

▲琼中富豪酒店实业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印章，
证件编号：469036000004763，声
明作废。
▲海南威隆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公
章、合同章磨损，声明作废。
▲海南思远远洋捕捞有限公司公
章、财务章、合同章磨损，声明作废。
▲海南长升花园酒店有限公司遗
失 发 票 ， 发 票 代 码 ：
246001470414，发 票 号 码 ：
07191797，声明作废。
▲贾辰力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130124198209092439，特 此 声
明。
▲褚以海遗失房产证，证件编号：
HK022795，特此声明。
▲蔡蓉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证件编
号：46000000067957，特此声明。
▲李选良遗失退伍证，证件编号：
846368，声明作废。
▲海口秀英通发石粉加工厂遗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证 件 编 号 ：
460105600021704，声明作废。
▲海南养天和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遗失海南养天和大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龙景分店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养天和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报损海南养天和大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海口金倍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发
票，编号：00106837，声明作废。
▲海口秀英通发石粉加工厂遗失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证 件 编 号 ：
460100196808292711，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上国咖啡店遗失公章、
私章，声明作废。
▲王洪芝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120223195409055812，特 此 声
明。
▲文昌立山广告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9005000033883，声明作废。
▲文昌立山广告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琼地税文昌字
460005594927742，声明作废。
▲海南琼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建筑业统一发票（自开）一张，发
票代码为246001420819，发票号
为00025375，声明作废。
▲卓旺勇遗失海南省建设专业技
术资格注册证书，证书编号：琼建
职初20080292，声明作废。
▲黄嘉旺遗失海南省建设专业技
术资格注册证书，证书编号：琼建
职初20080290，声明作废。
▲江西省吉安市建筑安装工程总
公司不慎遗失在海口市建设工程
招标投标服务中心办理的企业法
人IC卡，卡号：33833，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纯纯儿牛仔服装店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证号为：
460107600078750，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记德来餐馆(法人:林
秀妹)不慎遗失发票领购簿—本，
号 码: 琼 地 税 儋 州 税 字
460028198004213280D号，特此
声明。
▲于龙不慎遗失汽车驾驶证，证
号：230204198309281951，声明
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赢威仕计算机有限公司拟向
省工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自登报日起45天内到我公司
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健天网络有限公司拟向省工
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自登报日起45天内到我公司办理
相关事宜。

公 告
海南州府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本委已经受理付伟与被申请人你
公司劳动争议案（琼山劳人仲案字
〔2015〕第87号），并定于2015年
11月10日上午9时开庭审理。因
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琼
山区文庄路8号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5楼，联系电话:0898-
65852550）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
书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开庭通知
书等，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按时出
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

2015年9月11日

公 告
沈春开：
本委已经受理你与被申请人海口
华晟隆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劳
动 争 议 案（琼 山 劳 人 仲 案 字
〔2014〕第 045 号），现已作出决
定。因无法送达于你，限你在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琼
山区文庄路8号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5楼，联系电话:0898-
65852550）领取决定书，逾期视为
送达。
特此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

2015年9月9日

公 告
海南怡景房地产开发公司：2002
年12月2日，儋州市法院将儋州市
水产供销公司白马井水产站所属
土地执行给你公司抵偿相关的债
务，但由于该土地涉及职工安置事
宜，目前尚未办理过户手续。现我
委将对水产供销公司进行改制关
闭并推进省重点项目-白马井中心
渔港的建设，请你司派员于15个
工作日内与我委联系，否则我委将
按有关规定处理。联系人：罗惠娇
联 系 电 话 ： 23335866 、
13307563369

儋州市国资委2015年9月12日

公示
LI PETER CHENGTA 申请继
承 LI ANNA SHUE YUAN
TUNG 的遗产，如有异议者，请于
登报之日起七日内向我处提起，联
系人：苏公证员，电话66753138

海南省海口市椰海公证处

▲文昌东郊天天茶饭店不慎遗失
税务登记证正本一本，证号：琼地
税文昌字 321102197511050452
号，特此声明作废。
▲万宁万城邦泰建材经销部不慎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注 册 号 ：
469006600139161，声明作废。
▲万宁万城卓越建筑材料批发部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注册号：
469006600191932，声明作废。
▲熊家新不慎遗失土地使用权证，
土地证号：W0305392，特此声明
作废。
▲文昌市东郊镇建华山村民委员
会港头二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公章
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陈萍花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03197806116667，现特此声
明。
▲吴月宁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03198605042643，现特
此声明。
▲万宁市畜牧兽医局遗失财政畜
牧站领取使用非税票据5张，票据
号码：019519612X，0195196138，
031432843X， 0154889325，
0154889341，现声明作废。
▲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遗失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
务中心IC卡，主卡号10757，声明
作废。
▲王荣英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本 一 本 ， 证 号 ：
460001195604081927，现声明作
废。
▲文昌华昌丰润养殖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临高县宝源食品加工总厂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各一本，注册
号：20156624-6,声明作废。
▲洋浦海盛通物流有限公司不慎
将银行开户许可证和银行机构信
用代码证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参加在山东枣庄举行的全国智力运动
会的39支代表队中，由45人组成的海南队
算是较为袖珍的代表队。和外省专业、职业
棋手及牌手相比，我省选手均是业余身份。
尽管海南代表队人数少、实力弱，但选手们
均表示，要在这届比赛中表现出海南健儿的
风采。“对于明天开始的比赛，我们准备好

了。”省国际象棋队领队兼教练刘月清说。
我省运动员45人，将参加除五子棋以

外的5个大项24个小项的比赛。为了备
战本届智运会，海南代表团可没少下工
夫。半年前，省国际象棋、围棋、象棋、桥牌
和国际跳棋协会便组织了选拔赛，力争组
成最强阵容参赛，国际象棋协会甚至还举

办了预赛、复赛和决赛“三赛”选拔棋手。
由6名小学生组成的我省国际象棋

队堪称娃娃军，其中有一名棋手参加了
今年在万宁举行的全国国际象棋乙级联
赛。刘月清透露，我省国际象棋队参加
本次比赛旨在练兵，能有一项进入前8
名就属于超额完成任务。

我省围棋力争在业余组个人赛中突
出重围，参赛的是前世界少年冠军付
利。我省围棋底子较薄，业余5段以上
的棋手才20多名。海南好不容易培养
出一名职业棋手陈必森，还因种种原因
被浙江队挖走，无法代表我省参赛。付
利说，虽然难度很大，但他将尽一切努

力，力争拼进前8名。
海南桥牌女队实力不俗，在第一届

全国智力运动会上获得了团体第6名。
在本届智运会上，我省最有希望进入前
8名的项目就是桥牌。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山东枣庄9月11日电）

45人参加5个大项的角逐

海南智运代表团：我们准备好了

“全国智力运动会不仅是高水平棋
牌选手的竞技舞台，更是棋牌运动的推
广平台，棋牌产业的拓展平台。”在今天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体育总局棋
牌运动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杨俊安说。

第三届全国智力运动会由国家体育
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主办，山东省体
育局和枣庄市人民政府承办。和前两届
一样，第三届全国智力运动会仍然设有
围棋、象棋、国际象棋、桥牌、国际跳棋和
五子棋等6个正式比赛项目。来自全国
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5个计划单列
市，11个行业体协，以及香港和澳门两个
特别行政区的运动员报名参赛。

杨俊安说，6年来，全国智力运动会

在推动棋牌运动的普及和发展，增加体
育人口、促进体育消费、激活棋牌产业等
方面，发挥了非常出色的引领和带动作
用。9月13日，第三届全国智力运动会棋
牌文化博览会，将在枣庄市台儿庄区会展
中心开幕，在本届博览会期间，还将以论
坛形式，邀请业内专家及相关业界代表，
探讨新形势下的棋牌产业发展之路。

杨俊安表示，第三届全国智力运动
会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智力运动赛事。
在项目、赛制和相关制度设计等方面，
也在随着现实需求的变化而在变革中
不断完善和发展。比如本届国际象棋
比赛，就取消了容易引发争议的超快棋
混合团体赛，增加了少年混合团体赛，

这也反映了国际象棋在普及发展中的
现实需求。和往届相比，今年的智运会
在五子棋和国际跳棋两个项目中增设
了两块金牌，同时在赛风赛纪方面，组
委会秉承高标准、严要求的赛事运行理
念，全力为全国棋牌爱好者奉献一场干
净、有序、活泼、精彩的智力运动盛会。

杨俊安透露，博览会也有所创新，
棋牌文化和棋牌产业展示的内容和手
段更加丰富。智运会征集的会徽、吉祥
物、主题宣传口号等，也已在国内棋牌
爱好者中影响深远，成为了智运会上重
要的文化元素。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山东枣庄9月11日电）

杨俊安谈全国智力运动会——

推广棋牌运动 拓展棋牌产业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5年海南

省男子足球超级联赛赛程出炉，9月12
日晚，海口红色战车足球队与儋州队将
在省高级体校足球场打响揭幕战。上
届比赛痛失冠军的海口红色战车队，本
届比赛卷土重来，目标直指冠军。

本届比赛开幕式将在省体校足球场
举行。从赛程安排上看，12日下午4时
30分，澄迈、万宁和三亚赛区将率先鸣哨
激战。澄迈赛区的澄迈雷霆队，将在澄迈
中学足球场迎接本届赛事新军东方市足
球队；三亚赛区的三亚市足球队，将在三
亚体育中心足球场与海南师范大学足球
队过招；万宁赛区的万宁市足球队，将在
万宁职业学校足球场面对海南大学队。

本届联赛共有海口红色战车、澄迈

雷霆、万宁长丰、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
学、三亚队、儋州队、东方队8支球队参
赛，采取主客场双循环办法进行，决定
名次办法为：一、每队胜一场得3分，平
一场得1分，负一场得0分。二、超级联
赛结束，积分多的队名次列前。

在国内的省一级业余足球联赛中，
采用主客场赛制者非常罕见。赛前，组
委会专门奔赴8个球队的主场考察安保、
医疗和接待能力，要求比往届更加严格。

参赛队中，海口红色战车、澄迈雷
霆是前两届联赛的冠军，儋州队、东方
队则是首次亮相。

本届联赛由省文体厅主办，省体育
赛事中心、省高级体校承办，省足球协
会协办。

省足球超级联赛赛程出炉
海口红色战车今晚首战儋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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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晚7时45分，2015赛季中超联赛第
25轮将上演一场焦点大战——上海上港与广州
恒大淘宝之间的巅峰对决，将对本赛季中超联赛
冠军归属产生重要影响。那么，目前暂居榜首的
上港和暂居次席的恒大两队，谁将更胜一筹？

从历史交锋来看，双方在2011年中甲、2013
年至2015年中超比赛中共有7次交锋，恒大4胜
3平，保持一贯强势。然而，眼下的恒大却有点今
非昔比之感。因为郑智、郜林两员大将遭遇停赛
不能出场。相反，上港却无一员大将受限，这对上
港来说意味着已占一成优势。

从球员构成来看，恒大似乎要比上港稍强，因
为刚过去的40强赛中，恒大共有8人被国足主帅
佩兰选中，但上港方面除武磊、蔡慧康赢得佩兰欣
赏外，其他球员起码在佩兰眼里不如恒大强。

从外援上看，两队都是强将云集，恒大坐拥埃
尔克森、保利尼奥、罗比尼奥和高拉特4名巴西外
援，外加韩国国脚金英权。上港方面，海森、孔卡、
吉安和达维，加上金周荣组合，也不会处于下风。
虽然两队阵容配置不相上下，然而上港挖来了昔
日恒大的“天体之王”孔卡，用业内人士的话说“得
孔卡者得天下”，说明上港球员更有名气一些。

从教练员人气上讲，上港的埃里克森来到中
国执教后，先把广州富力打造成赢得亚冠联赛资
格的球队，后又把上港队打造成积分超越恒大的
强队，让外媒评价他“从欧洲的笑话变成了中国的
神话”，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然而广州恒大从2
月份里皮辞任，到经历卡纳瓦罗执教三个月，再到
世界著名教练斯科拉里6月接任，强虽强，但连续
换帅，乃兵家大忌，且关键的是，成绩没有明显提
升，这不得不让人担心。

综上所述，恒大要想在上海客场再下一城，连续
第8场保持不败，概率较小。相反，正处上升期的上
港，完全有可能在孔卡率领下实现翻盘。 ■ 卫小林

上港恒大谁更胜一筹？
中超前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