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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黎6月18日电（记者岳
东兴 应强）23次射门一球未进，克·
罗纳尔多（C罗）的点球又被球门立柱
挡出，缺乏致命一击的葡萄牙队18日
晚以0：0战平奥地利队，遭遇欧锦赛
小组两连平。赛后，包括C罗在内的
三员大将都表示，他们的比赛过程踢
得很完美，相信进球和胜利一定会在
与匈牙利队的决战中来临。

由于同组的冰岛与匈牙利队本轮
1：1战平，匈牙利队暂以4分领跑F
组，冰岛与葡萄牙队同积2分，奥地利
队拿到1分。这意味着葡萄牙队如想

直接晋级16强，必须在小组赛最后一
场赢下匈牙利队，这也被全队视为是
没有退路的决战。

“我们今天付出了所有，没有做错
的地方，踢出了高质量的攻势足球，但
球就是不进，又一次发生了，”纳尼说。

如葡萄牙边锋所说，不仅是这一
场，他们在首战1：1打平冰岛的较量
中，创造了26次射门，以及72.2％的
控球率，这两项数据在第一轮小组赛
中排在24强各队之首，但他们就是踢
不进一个制胜球。同样的一幕在18
日的小组赛第二轮中重演了。

纳尼说：“我们能说什么呢？不能
总把‘球就是不进’当做借口。我相信
我们的时刻会来的，就在下一场。没
有别的选择，必须要实现。”

第128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C罗
当晚超越菲戈，成为葡萄牙队史上出场
次数最多的球员，但这位全队领袖没有
踢出在皇马的神勇，不仅浪费一次点球
机会，还在多次射门中欠缺精准。

C罗说：“超越菲戈的纪录是值得
骄傲的，但我今天有些难过，因为这不
是我想打破这项纪录的方式。我们有
许多的机会，踢得很好，但就是不能终

结比赛。我也错过很多机会，但这就
是足球的一部分吧。”

这位葡萄牙队长同时鼓励大家说：
“我们每个队员都要相信，我们能够赢，
然后就能出线。希望葡萄牙人民和球
迷们也都要坚信这点。糟糕的事情不
会持久，我们要相信好的一面会来的。”

这位葡萄牙中场大将说：“两场比
赛，我们有足够多的机会，但就是不能
多进球。不过，我坚信我们的潜能，下
一场我们会拼尽全力，如果我们能延
续好的势头，一定会净胜对手一球以
上。我确信我们一定能打进16强。”

烽火欧洲杯

过程完美，就是不进球
——葡萄牙三大将谈“离奇”两连平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王黎刚）2016
年“双创杯”海口市篮球联赛半决赛第一回合较
量昨晚在海口市灯光球场打响，海南师范大学
队以87：85险胜农垦总医院队，宁翔新华队
94：114惨败华溢福兴队。海南师范大学和华
溢福兴队在5局3胜的较量中，抢得先机。

本次比赛共有20支球队参赛，比赛分为常
规赛和季后赛。常规赛采用分组循环，分为4
个组，半决赛和总决赛采用5局3胜制。

海师大队、农垦总医院队、宁翔新华队和华
溢福兴队最终进入了4强。在海师大队和农垦
总医院队的首场半决赛中，海师大队开场多次
三分球得手。第一节海师大队以30：19领先对
手11分。第二节比赛，海师大队越战越勇，将比
分拉开，以50：35领先。第三节比赛，农垦总医院
队逐渐找回感觉，试图将比分追回。但海师大队
没有给对手太多反超的机会，反而以70：51的大
比分领先。第四节，农垦总医院队背水一战，将比
分差距缩小到2分。最后时刻，农垦总医院队罚
球两罚仅一中，错失反超良机。

海口市篮球联赛半决赛首场战罢

海师大和华溢首战告捷

新华社澳门6月19日电（记者王
晨曦 杨懿）2016年世界女排大奖赛
澳门站比赛19日收官，中国队3：0击
败巴西队，取得三战全胜的佳绩。

第一局中国队开局顺利，依靠朱
婷发球和防守反击连得5分，迫使巴
西队请求暂停。暂停后的巴西队在四
号位扣球连得2分，此后双方比分交
替上升。中国队以16：11领先进入第
二次技术暂停，随后巴西队奋起直追，
中国队自己失误送分，分差缩小至
17：15，中国队首次申请暂停。暂停

后，中国队加强了对对方四号位防守，
巴西队则利用三号位进攻和拦网，比
分再次交替上升。巴西队将比分追到
22：23，关键时刻杨方旭二号位重扣
得分，中国队24：22迎来局点。巴西
队反击扣球出底线，中国队25：23涉
险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中，两队一度打得难解难
分，从11平一直纠缠到14平。此后，
中国队表现更胜一筹，从而以25：16
再下一城。

连失两局后，巴西队第三局8：6

领先进入第一次技术暂停。之后，中
国队发起反击，以7分优势进入第二
次技术暂停。随着杨方旭二号位扣球
得分，中国队以24：20拿到赛点。杨
方旭发球，对方接发球失误，中国队以
25：20结束比赛。

同日，塞尔维亚队 3：2 击败比
利时队。经过北仑、澳门两个分站
赛，中国队6战全胜，积17分排名榜
首。本月24日至26日，中国女排将
在香港站比赛中迎战美国、德国和
荷兰队。

世界女排大奖赛澳门站

中国队横扫巴西队

冰岛1：1匈牙利

葡萄牙0：0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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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体育部长：

俄田径运动员
可能无缘里约奥运

新华社莫斯科6月18日电 俄罗斯体育
部长穆特科18日表示，鉴于国际奥委会的声
明，俄罗斯田径运动员不大可能出现在里约奥
运会的赛场上，不过俄罗斯仍会进行斗争。

国际田联17日在维也纳召开的理事会会
议决定，不恢复俄罗斯田径协会的会员资格，这
将导致俄罗斯田径运动员无法以协会的名义参
加包括里约奥运会在内的一系列国际重大赛
事。一天后，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表示，支持国际
田联在反兴奋剂方面的立场。

“根据国际奥委会的声明判断，我们的运动
员没有机会参加里约奥运会，但我们仍会继续
斗争。”穆特科说。

新华社法国马赛6月18日电（记
者张寒 潘毅 郑道锦）第38分钟时一
记引发双方争执的点球，第88分钟扳
平比分的乌龙球，以及1：1后匈牙利
球迷扔下看台的燃烧着的爆竹和烟
火，让18日在马赛球场举行的一场欧
锦赛F组第二轮小组赛乱成一团。

匈牙利队主教练施托克赛后表
示，靠乌龙球得分不是全凭运气，而是
己方球员努力的结果。“我们值得拿到
这一分，那个乌龙很明显是在尼克利
奇的压力下被捣进对方球门的。”他
说，“我们全场占优，掌控了比赛，我为
我们球队今天表现感到骄傲。”

改变比赛进程的乌龙球之前，全
场力求防反但始终处于下风的冰岛队
却是率先进球的那一方。他们在上半
时临近结束时得到一个角球机会，匈
牙利队40岁老门将基拉伊扑救时失
误脱手，试图补救时带倒了冰岛队长
贡纳松。

尽管遭到匈牙利中场克莱因海斯
勒的强烈抗议，俄罗斯主裁卡拉瑟夫
仍判给冰岛一个点球，由英超斯旺西
队球员西于尔兹松主罚，一蹴而就。

赛后匈牙利主教练施托克对这个
点球的判罚拒绝置评，说他“没看见，
也不关心”，冰岛队联合主帅之一的哈

尔格里姆松则说那绝对该判点球，“可
能只是轻轻一碰，但确实有接触”，而
被评为本场最佳球员的冰岛前锋西格
索尔松则以一句“对不起，没看见”不
予评论。

仿佛嫌这场比赛场面不够混
乱，匈牙利球迷在比分被扳平后还
点燃了五六枚烟火爆竹，其中两枚
落进了场地里，另有两枚产生巨大
声响，但都被早早守备在匈牙利球
迷看台下的防爆警察和场地安保及
工作人员迅速捡出，现场除了弥漫
整场的浓烟，最终没造成大规模混
乱和人员受伤。

新华社巴黎6月18日电（记者王
子江 应强）奥地利队18日在足球欧
锦赛F组的比赛中，以0：0逼平葡萄
牙队，赛后奥地利队主教练科勒说，全
队得到这宝贵的一分后，现在还“活
着”。

奥地利队在国际足联世界排名

榜上位居第十，被认为是本届欧锦赛
24强最有可能爆冷的球队之一，但
他们在首场比赛中以0：2不敌匈牙
利队，士气顿时受挫。

“现在全队的士气已经不一样
了，需要自信才能踢好接下来的比
赛。”他说。

他还对球队大加赞扬，但是表示
会理智看待小组出线问题。

科勒说：“我们不能继续做梦回
忆预选赛的情形，就当那是很久以前
的事情，我们现在必须集中精力考虑
接下来的比赛。在决赛圈里，没有一
个对手是不堪一击的。”

奥地利主帅：我们依然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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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海南尚禾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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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洋浦爱飞商务会展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商局申
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45天
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文昌千年泛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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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工商企业咨询服务中心服
务部拟向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45
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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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387662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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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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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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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海南省工商企业咨询服务中心拟
向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45天内办
理相关事宜。

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海南省人民法院司法委托鉴定、评
估、拍卖备案名录的各机构：我院
作为海南省法院开展执行体制改
革试点工作单位，经海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批复，同意我院在执行工作
中自行开展委托鉴定、评估、拍卖
工作。自公告之日起，我院正式受
理委托鉴定、评估、拍卖工作。特
此告知

儋州市人民法院
二0一六年六月二十日

寻尸启事
2016年 4月20日12时许在南滨
农场东风队废弃屋棚内发现一无
名男子死亡。该男子年龄约50岁
身高 157cm 上身穿“MUSEN-
MA”牌蓝色白格子短袖衬衣，下
身穿“阿迪达斯”牌蓝黑色短裤穿

“回力”牌棕色皮凉鞋 0898-
88842161 三亚市公安局南滨派
出所。

注销公告
海南三顺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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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公司遗失公章，现声明作废。▲儋州顺龙种养殖有限公司遗失
银行开户许可证一张，帐号：
2201031209824800514，核准号：
J6410000450701，声明作废▲田俊利遗失海南儋州白马井中
南西海岸2.3期B17-211号房的
购房尾款收据（金额：380901元）
一张，收据编号：0008061，特此声
明作废。▲琼中营根椰林酒店遗失中国工
商银行琼中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01962001，现声明作
废。
▲平亚林遗失海南中视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收据号：
0032697，金额：14211 元，收据
号：0034573，金额：9279.23元，特
此声明。

补发房屋所有权证公告
海住建房[2016]466号

吴妹妹向我局申请补发位于海口
市龙舌路10号龙福大厦(华侨仙
阁)309房、311房、龙昆下村201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房产证号：
Hk012168、 Hk012166、
Hk018602，经查，申请人持有的
Hk012168、 Hk012166、
Hk018602房屋所有权证己登报
挂失，现公告注销该房屋所有权
证。若有异议，请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书面向本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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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6年6月12日

公章因损坏，现声明作废。▲海南天湖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一本，
证号：460030069679728，声明作
废。▲金丽，张忠不慎遗失中国海南海
花岛2号岛276栋1303号房的首
付款收据，编号HHD2006696，声
明作废！▲海南玉达实业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座落于海口市文明东路197号
土地使用证，证号为:海口市国用
（籍）字第Q2150号，特此声明。▲邬银萍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身
份 证 编 号:
513701198704276026，特 此 声
明。▲海南瑞祥雅居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公章破损，现声明作废。▲海口鸿建鸿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寻尸启事

2016年6月15日7时许在南滨农
场盛宴KTV后门发现一无名男子
死亡。该男子年龄约 50岁身高
158cm上身光膀下身穿无裤脚的
牛仔裤光脚 0898-88842161

三亚市公安局南滨派出所

点球 乌龙 闪光烟火
冰岛、匈牙利之战赛后主帅各执一词

赛事
预告

日本乒乓球公开赛

国乒包揽四冠
据新华社东京6月19日电 国际乒联世界

巡回赛日本公开赛19日落下帷幕，中国乒乓球
队包揽男单、女单、男双和女双全部4项冠军。

里约奥运会临近，各协会都派出主力阵容
参加本次公开赛。此前一天的四分之一决赛
中，马龙、许昕、张继科和樊振东战胜各自对手，
提前为中国队锁定男单冠军。

不出意外，刘诗雯将不会参加里约奥运会
单打项目，不过她仍将与丁宁、李晓霞搭档，代
表中国队参加团体项目。“虽然在里约奥运会上
不会参加单打，但我仍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
中国队拿到团体金牌。”刘诗雯说。

此外，马龙／许昕获得男双冠军，女双冠军
则归属丁宁／李晓霞。C

罗

新
华
社
发

国际男篮挑战赛
中国国奥队获第四名

新华社南京 6月 19日电（记者
王恒志）中国国奥队19日以 84：90
再度负于 新 西 兰 队 ，最 终 获 得
2016 年亚特拉斯国际男篮挑战赛
第四名。

本次比赛国奥队表现平平，小组
赛大比分输给新西兰队，最后时刻被
日本队逆转，在此前的比赛中仅取胜
一场。

在三四名争夺战中，中国队再度
遇到新西兰队，吴前在开场后表现不
俗，中国队打出一波16：5的攻击波，

但新西兰队很快回敬一波12：1，首
节结束中国队仅以25：23领先。第
二节开始后，新西兰队继续加强进
攻，国奥队则全面哑火，半场过后新
西兰队已经以48：37取得两位数的
领先优势。

下半场，新西兰队手感欠佳，国
奥队借机展开反攻，并一度追平比
分，三节过后国奥队仅以 59：61 落
后。最后一节双方仍然打得十分胶
着，但最终还是新西兰队笑到最后，
以90：84胜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