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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中超第13轮进行4
场比赛。刚刚接过江苏苏宁教鞭的
世界名帅卡佩罗将迎来中超首秀，
让苏宁与长春亚泰之战成为焦点。

江苏苏宁本赛季在联赛中的低
迷让人吃惊，这支赛前被视为夺冠热

门的豪门球队，如今沦落到要为保级
苦苦挣扎的窘境，倒数第二的排名甚
至不如他们本轮的对手“保级专业
户”长春亚泰。卡佩罗驾临，让人们
对苏宁的反弹充满期待。然而，中超
的保级战对于执教过多支世界豪门

的卡佩罗来说，还是一件新奇的事
情，他需要适应，也未必能轻松驾驭。

在混乱的保级局势里，亚泰可
谓久经沙场经验丰富。在上赛季功
勋教头李章洙下课后，接过教鞭的
陈金刚带领球队慢慢走出低谷，目

前所取得的两场胜利都是在换帅后
取得的。不过亚泰自从5月初战胜
权健后再次陷入低迷，近4轮2平2
负难求一胜。

目前积8分的苏宁排名积分榜
倒数第2位，积9分的亚泰排倒数第
4位，这是一场事关“6分”的保级之
战。实力占优又主场作战的苏宁无
疑更被看好，但能否开门红全取3
分，就看卡佩罗能否迅速提振球队士
气，以及解决攻防中存在的问题了。

■ 林永成

■ 中超第13轮前瞻

卡佩罗首秀能否开门红？

中超第13轮战报
贵州智诚0：2广州恒大

河北华夏1：0天津权健

河南建业3：1延边富德

上海申花2：2重庆力帆

⬅ 6月17日，在2017年中超
联赛第13轮比赛中，广州恒大淘宝
队客场以2：0战胜贵州恒丰智诚
队。图为恒大球员高拉特进球后庆
祝。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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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南天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两份已在定安县相关部门备案
好的《定安县商品房买卖合同》，合
同编号为 DAL000007960，现声
明作废。特此声明。

海南天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6月16日

声明
海南爱肾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于2017年6月10日在海南日报上
A11版信息天地栏刊登公司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26344702）遗失。现该证
已找到，特此声明该挂失作废。
▲琼海嘉积华春堂大药房七号店
遗失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证
号：琼DB1400255(Ⅲ),声明作废。
▲海南天耕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2-2），注册
号 ：460000000293277，声 明 作
废。

关于补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
公告：澄国土资告字[2017] 16号，

刘青喜不慎遗失金江国用（2009）

字第434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土

地登记座落为澄迈县金江镇大拉

农场海榆西线53公里处南侧，登

记面积94.46平方米，该土地权利

人已于2017年5月20日在《海南

日报》上刊登遗失并声明作废，现

向我局申请补办新的土地证，经初

步审核，我局决定公告注销金江国

用（2009）字第 4345 号土地使用

证。有异议者请自本公告登报之

日起30日内将书材料送达我局地

籍岗（电话：67629320），逾期我局

将依法核准登记，补发新的土地使

用证，原证作废。

澄迈县国士资源局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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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公告类信息：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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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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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011507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5338978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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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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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2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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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户：海南日报社发行部
账号：2201021109200007117 开户行：海口市工行金盘支行
电话：66810111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460000000261455，声明作废。
▲海口东山君杰粉店遗失税务登
记 证 正 、副 本 ，证 号 ：
460021197606120015，声 明 作
废。
▲吴慧遗失身份证（两张身份证）
证号：460100197312082766（
① ：有 效 期 限 ：2005.04.13-
2025.04.13。 ② 有 效 期 限:
2008.11.07-2028.11.07），特此声
明。
▲ 万 汉 霞 （ 身 份 证 ：
460003198805164629）于 2012
年8月2日在儋州市新洲镇卫生院
出生一名女婴，其出生证遗失，编
号：M460006069，声明作废。

▲陵水椰林大岛广药品超市遗失
开 户 许 可 证（正 本）帐 号 ：
21840001040017297，核 准 号 ：
J6410017036201，声明作废。
▲海口市龙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公章缺损，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韵山特产店遗失工商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证 号 ：
460106600066086，声明作废。
▲澄迈马村志群百货店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 ， 证 号 ：
469027600143180，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江发火锅店遗失税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证 号 ：
46000419880504341X01，声 明
作废。

广告

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

公告
（2017）琼0271民特7号

本院受理高儒申请宣告符加（公民
身份号码460200197402163127）
失踪一案，经查：符加，女，1974年
2月16日出生，黎族，于2010年2
月份离开原居住地三亚市吉阳区
海罗村委会第二小组2028号，至
今下落不明已满二年。现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为三个月。希望符
加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
系人向本院报告其具体地址及其
联系方式。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宣告符加失踪。
特此公告

二〇一七年六月六日

注销公告
万宁万城川霞鹅肉店拟向万宁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北工商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本店办理相关事宜。

▲文昌潭牛陈棉伟蔬菜摊不慎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本、副本各一本，
证号：46002219791005211301，
声明作废！
▲陈运煌与赵晓怡夫妇于2015年
11月20日在乐县人民医院出生女
婴一名，其出生证遗失，证号：
P460049188，声明作废！
▲中化化肥有限公司那大销售处
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中化化肥有限公司儋州长坡销
售处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善井村民委员会
白沙村民小组公章遗失，声明作
废。
▲澄迈县金江镇大塘村民委员会
大塘村民小组公章遗失，声明作
废。
▲澄迈县金江镇大塘村民委员会
塘东村民小组公章遗失，声明作
废。
▲澄迈县金江镇塘北村民委员会
泉水村村民小组公章遗失，声明作
废。
▲海南同晟投资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各壹本，证号：

海口桂林洋一线地寻合作
林先生15289791505

求购海口市区5亩商业用地
18889271930 蔡先生

18608979603 周先生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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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务旅游

北京旅游，会务机票
66661997 团体13876001997

本报海口6月17日讯（记者林
永成 王黎刚）今天下午在海南体育职
业技术学院运动场进行的中乙联赛第
十轮比赛中，海口博盈队在主场坚持
了40分钟后崩盘，以1：4不敌中乙新
军上海申梵队。

由于种种原因，海口博盈近期陷
入低迷，最近3轮比赛2负1平，其中
主场两连败。上海申梵是本赛季刚升

上中乙的球队，全队平均年龄只有23
岁，虽然经验欠缺但拼劲十足。

本场比赛海口博盈由25号樊群宵
担任队长，老将王昊一依然镇守龙门，
前场箭头为周世超。上海申梵由快马
商隐领衔，商隐曾短期效力于海口博盈
队。开场后，年轻气盛的上海申梵压上
猛攻，进攻中以商隐为核心，队员跑位
灵活清晰，特别是商隐的突破给博盈队

带来很大压力。海口博盈队队员显得
斗志不高，多数时间处于守势。

虽然场面处下风，但海口博盈队
凭着相对丰富的经验与中乙新军周
旋，偶尔还能发动反攻。眼看上半场
将互交白卷，第40分钟风云突变，申
梵队进攻核心商隐接队友传球后左脚
发力似传似射，皮球击中后门柱后弹
入球门。凭着商隐的这记“神仙球”，

上海申梵上半场1：0领先。
下半场，海口博盈换上前锋王琦，

教练兼队员季铭义也披挂上阵。但博
盈的换人并没能激起全队的斗志，场
上局势依然被动。第54分钟，上海申
梵再进一球，11号吴长琦接到队友传
球后推射破门，将比方扩大为2：0。

3分钟后，申梵通过反击再度扩
大比分，吴长琦突破后横传中路，商隐

推射得手梅开二度。比赛胜负已无悬
念，最后阶段，海口博盈由7号汪云龙
攻入挽回一些颜面的进球。但随后，
上海申梵24号陈烨钰也取得进球。
全场比赛结束，海口博盈以1：4落败。

本场比赛过后，上海申梵队2胜4
平4负积10分，海口博盈为3胜1平6
负，两队同积10分，位居中乙南区积
分榜下游。

海口博盈主场1：4不敌上海申梵

本报讯 6月16日，一条爆炸性
新闻震惊国际足坛：由于忍受不了西
班牙税务问题的困扰，C罗将要离开
皇马。根据《马卡报》的消息，C罗本

人也亲自承认了这一点，他明确表
态，自己将要离开皇马。

皇马在得知这个消息后迅速做出
反应，以主席弗洛伦蒂诺为首的高层劝
慰葡萄牙人保持冷静，他们不希望失去
这位当今足坛的招牌人物，这样对他们
重新建立王朝无疑是重大打击。

不过《马卡报》言之凿凿，正在备战
联合会杯的C罗已经告诉葡萄牙队友，
他今夏将离开西班牙，决定不会更改。
在这种情况下，老东家曼联、巴黎以及
中超球队都成为C罗的传闻下家。

英国《太阳报》分析，曼联最有可
能带回C罗，因为后者十分热爱这
里，曼联也是让他成为超级巨星的平

台，最重要的一点，弗格森对C罗有
知遇之恩，两人情同父子，所以一旦
爵爷出面招揽，重情重义的C罗有希
望重返老特拉福德。

此外，《太阳报》还指出，目前
曼联正在紧密联系皇马前锋莫拉
塔，而皇马和曼联门神德赫亚也已
经传出多年绯闻，两家超级豪门很
可能利用这次契机完成一笔震惊
足坛的超级转会。

具体方案则是，曼联送出德赫
亚+1.8亿英镑转会费，打包收购C罗
和莫拉塔二人，一旦这笔收购成为现
实，足坛现有势力定将重新布局。

（小斯）

C罗表态要离开皇马
媒体分析可能回归曼联

乒乓球日本公开赛中国选手发威

陈梦横扫平野美宇
本报讯 6月17日，在2017年国际乒联世界

巡回赛日本公开赛中，中国队展现强大实力，男女
单打四强里都占据三席。马龙、许昕和樊振东携
手进入男单半决赛，陈梦4：0横扫复仇平野美宇，
她与孙颖莎、王曼昱一起进入女单半决赛。

两项双打决赛17日决出冠军。在男双决赛
中，马龙/许昕以3：0横扫日本的丹羽孝希/吉村
真晴，夺得冠军。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陈幸
同/孙颖莎在先丢两局的情况下连扳三局，以3：2
战胜韩国组合田志希/梁夏银，夺得冠军。

陈梦和平野美宇的交锋是女单四分之一决
赛的焦点战，亚锦赛决赛里陈梦曾输给平野美
宇。如今两人再次相遇，陈梦显然准备充分，她
在场上抢攻积极，对平野美宇的搏杀也早有准
备。陈梦发挥出很高的水平，她完全压制住平野
美宇，11：7、11：8、11：5、11：7，她直落四局横扫
对手成功复仇。 （小文）

世界男排联赛昆山站

中国队胜澳大利亚队
6月17日，在江苏省昆山市举办的2017年

世界男排联赛（昆山站）比赛中，中国队以3：1战
胜澳大利亚队。图为中国队球员陈龙海（前左）在
比赛中进攻。 新华社发

顶薪5年2.05亿美元
库里有望获超级肥约

本报讯 北京时间6月17日，来自美媒体的
报道称，夺取3年第2冠后，勇士队开始将专注力
放在自由市场。种种迹象表明，库里将以顶薪续
约，而杜兰特会选择降薪与勇士队续签一份1+1
合同。

2013年休赛期，当时受困脚踝伤势的库里与
勇士队签下一份4年4400万美元合同。现在来
看，这份合同极具性价比，间接帮助勇士队在去年
夏天招揽到杜兰特。那么今夏，库里会降薪，帮助
球队留下核心团队吗？

NBA是商业联盟，所以库里会坚持索要顶
薪。之前，勇士队老板拉科布已经表态，球队会尽
全力留下“萌神”。所以说，库里今夏将得到5年
2.05亿美元的超级肥约。

库里是2届常规赛MVP，又在这一季表现非
凡，所以他完全配得上这份超级合同。

至于杜兰特，他会继续留在勇士队，极有可能
再签一份1+1合同。杜兰特如果执行球员选项，他
下赛季年薪是2773万美元。如果重签1+1合同，
薪水只会上涨20%，达到3180万美元。 （小朗）

C罗在世预赛中庆祝进球。新华社发

闹离队或为涨薪施压？

队友不信C罗会走
本报讯 最近两天，C罗希望离

开皇马的传闻，为足坛投下了一颗重
磅炸弹。然而据《马卡报》透露，在C
罗的队友看来，虽然C罗当下离队的
势头十足，但如果皇马奉上一纸续约
合同，C罗最终还是会在合同上签字。

《马卡报》称，C罗的很多队友都认
为，C罗会继续在皇马踢下去，而葡萄
牙人如今的离队情绪，主要是因为麻烦
不断的逃税官司。

此外，此前有消息称，C罗希望同
皇马签订一份新合同，想要将自己的
薪水上涨到4000万欧元，以匹敌不出
意外即将同巴萨续约的梅西。而《马
卡报》也分析说，C罗现在的一番表
态，不乏有为续约演戏的意思。

（小西）

“四朝元老”彭帅：

这次很可能是
我最后一届全运会

新华社天津6月17日电（记者
张泽伟）全运会“四朝元老”彭帅17日
在战胜对手、帮助天津女网晋级第十
三届全运会网球女团决赛后表示，这
很可能是她最后一届全运会，希望能
有完美结局。

彭帅首次代表天津队参加全运会
是在2005年，当时她获得女单、女双
亚军，混双第三名。但随后的两届全
运会，彭帅开启了“制霸模式”，两届包
揽了女子网球项目的八枚金牌。

本届在家门口举行的全运会是彭
帅的第四次全运会之旅。天津女网人
才济济，团体赛小组赛、十六强赛、八
强赛，31岁的彭帅都只承担双打任
务，但由于前面的比赛天津队都是两
场单打就解决了战斗，彭帅的双打一
直没有出场。

17日的半决赛是彭帅本届全运
会的首次亮相。在一号单打王蔷2：0
速胜对手后，担任二号单打的彭帅以
6：2和6：4战胜辽宁队的逯佳境，“卫
冕冠军”天津队就此杀进女团决赛。

谈及这场比赛，彭帅表示自己在
比赛前几个小时才知道要打单打。“昨
晚其实原定是张帅‘二单’，所以我睡
得很踏实。今天醒来才知道自己上了
单打名单。原以为我这次能够‘躺着
进决赛’呢。”她笑着说。

连续参加四届全运会，彭帅印象
最深的是在山东举行的第十一届全
运会，天津女团以小组第二出线，碰
到了实力强劲的四川队，在落后的情
况下反超获胜进入决赛，并获得最后
的冠军。

对每一次全运会经历，彭帅都非
常珍惜，她说：“这次很可能是我的最
后一届全运会，我要做好自己最后的
努力，希望能取得好成绩。”

全运会网球男团比赛

浙江江苏进决赛
据新华社天津6月17日电（记者

张泽伟）浙江队18岁的吴易昺和15岁
的布云朝克特17日经过三盘大战击败
上海的吴迪／张之臻，凭借这场胜利，
浙江男队以2：1淘汰上海队，首次杀进
全运会网球团体决赛。

浙江队将与卫冕冠军江苏队在
18日展开金牌争夺战。江苏队是在
战胜东道主天津队后获得决赛资
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