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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残奥会

北京冬残奥会倒计时200天

8 月 16 日，中国残联宣传文化部主任郭利群在
活动现场发言。

当日，以“融合与共享”为主题的北京冬残奥
会倒计时 200 天活动在 2022 北京冬奥组委、冬残奥
组委首钢办公区举行。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联系电话：18708985058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解放四路 1085 号新闻大厦一楼广告运营中心

商讯众享，便民利民 （每周一至周五刊登）

■遗失声明 200元/条（超过50个字整条按字数5元/字）；
一个证（正本、副本）380元/条。注销公告 360元/条

广告咨询热线
0898-31885668

★ 郝 向 龙 遗 失 海 上 大 都 会 项 目 2-A-601、
2-A-603、2-A-612 房屋购房合同各一本，合同编
号 分 别 为 ：201811168000025、201811168000001、
201811168000026，特此声明。
★三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楼遗失奥迪斯电梯出
厂合格证书，电梯合同号：D6NG3944,现声明作废。

★ 夏 震 宇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
430124198605260036，现声明作废。
★海南富叶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王三江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车号：琼
B33793，证号：460205000246，现声明作废。

三亚半海山庄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拟向三亚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45天内办理相关
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遗失声明

8 月 15 日，巴塞罗那队球员佩德里在比赛中主罚角球。
当日，在 2021-2022 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首轮比赛中，巴塞罗那队主场以 4 比 2 战胜皇家社会队。

新华社发（胡安·戈萨摄）

新华社马德里 8 月 15 日电
（谢 宇 智）2021-2022 赛季西班
牙足球甲级联赛首轮 15 日继续
举行。迎来“后梅西时代”正式
比赛首战的巴塞罗那在主场 4:2
战胜皇家社会。

开场后巴萨迅速制造机会，
格 列 兹 曼 的 一 记 头 球 击 中 门
框。上半时第 19 分钟，主队打
开局面，德佩开出前场任意球，
皮克小禁区边缘头球破网。半

场前，德容右路送出横传，布莱
斯韦特后点头球顶入网窝，为巴
萨将比分改写为2:0。

下半场，第 59 分钟，巴萨再
入一球，继续扩大领先优势：阿
尔巴的射门被对方门将雷米罗
扑出，布莱斯韦特小禁区前沿补
射入网。

比赛接近尾声时，皇家社会
连入两球缩小差距：第 82 分钟，
洛贝特小禁区边缘推射球门右

角得手；3分钟后，奥亚尔萨巴尔
主罚直接任意球破网，为客队将
比分扳为 2:3。但第 91 分钟，塞
尔吉·罗伯托近距离将球捅入球
门近角，为巴萨将比分锁定为 4:
2。

在当日的其他两场比赛中，
马德里竞技凭借科雷亚的两记
进球客场 2:1 击败塞尔塔；塞维
利亚则在主场 3:0完胜巴列卡诺
闪电。

4:2胜皇家社会

巴萨“后梅西时代”首战告捷

新华社伦敦 8月 15 日
电（记者 张薇）卫冕冠军曼
城 15日在英超首轮较量中
客场 0:1不敌热刺，曼城主
帅瓜迪奥拉坦言球队备战
并不充分，这样的结果实属
正常。

曼城当日到访伦敦，一
直传言希望加盟“蓝月亮”
的热刺当家球星凯恩并没
被列入参赛名单。刚刚以
1 亿英镑转会费加盟曼城
的格拉利什首发亮相，不过
没有太多作为。

两队在上半场都未能
有所建树，但韩国射手孙兴
民下半场开始 10分钟后凭
借出众的个人能力摆脱曼
城后卫阿科的防守，在禁区
边缘一脚劲射攻入球门死
角。曼城中场核心德布劳
内第 79 分钟替补登场，但
没能帮助卫冕冠军改写 0:
1落败的命运。

毕竟阵中多名球员征
战了欧锦赛，其中的英格兰

球员更是一直打到决赛。
瓜迪奥拉表示：“在没有太
多准备的情况下，这样的结
果很正常。球员们精神不
错，但我们还是输了。”

西班牙教头坦言，很多
球员都是很晚才到俱乐部
报到，有的是因为欧锦赛，
有的因为感染新冠病毒，

“我们比赛中很多方面其实
都表现不错，对我来说甚至
有点出乎意料”。他透露，
欧锦赛期间受伤的比利时
大将德布劳内赛前连一堂
完整的训练课都没有完成，

“他还需要训练，还需要时
间去应对90分钟的比赛”。

对于天价新援格拉利
什的表现，瓜迪奥拉也给予
了肯定。“他踢出了自己的
特点，创造了一些机会。他
没有丢球，而且他在禁区附
近总是充满威胁。”

同日，两度落后的西汉
姆联最终 4:2 逆转击败纽
卡斯尔联。

曼城首战
不敌热刺
瓜迪奥拉说：正常

新华社柏林8月 15日电（魏
颀）2021-2022 赛季德国足球甲
级联赛第1轮 15日展开最后2场
较量，上赛季德甲亚军莱比锡客
场 0:1 不敌美因茨，科隆 3:1 逆
转战胜柏林赫塔。

上赛季中途换帅后才实现保
级目标的美因茨在本轮比赛中爆
冷战胜劲旅莱比锡，而且是在人
员不整的情况下赢得此役胜利。
因为球员和助理教练感染新冠病
毒，美因茨全队在本周有10多名
球员被隔离。

包括两名上演德甲首秀的年

轻球员在内的美因茨众将士斗志
昂扬，在开场仅 6 分钟就完成了
一次极有威胁的射门。本赛季新
加盟的韩国国脚李在成接队友斜
传，倒地头球攻门打在立柱上弹
回。第13分钟美因茨获得角球，
莱比锡后卫穆杰莱解围失误，美
因茨队长尼亚凯特抓住机会，打
入全场唯一入球。

虽然莱比锡在下半场的进攻
威胁加大，但美因茨后防线稳
健，并且门将岑特纳发挥出色，
最终将胜利留在主场。

科隆新任主帅鲍姆加特迎来

联赛“开门红”，在先失一球的情
况下，带领球队 3:1 逆转战胜柏
林赫塔。

柏林赫塔开局不错，今夏从
法甲摩纳哥转会而来的约维蒂奇
在第6分钟任意球机会中取得个
人首粒德甲入球。随后科隆渐渐
扭转弱势，并在进攻端不断加强威
胁。第41分钟，蒂尔曼左路精准
传中，曾经在中超效力的法国前锋
莫德斯特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
下半场科隆愈加勇猛，奥地利球员
凯因茨在3分钟内头顶脚踢连入
两球，为球队最终获胜立下头功。

科隆首战逆转柏林赫塔
中超旧将莫德斯特射入扳平一球

德甲

8 月 15 日，科隆队球员莫德斯特进球
后庆祝。

当日，在 2021-2022 赛季德国足球甲
级联赛首轮比赛中，科隆队主场以 3 比 1
战胜柏林赫塔队。

新华社发（乌尔里希·胡夫纳格尔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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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柏林 8 月 15 日电 15
日，拜仁慕尼黑俱乐部发布讣告，确
认盖德·穆勒离世，享年75岁。

盖德·穆勒在足坛曾取得极高
的个人成就，同时对拜仁俱乐部以
及德国足球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位
德国足坛传奇球员在德甲联赛中帮
助拜仁慕尼黑打进365个进球，曾7
次获得联赛最佳射手；为联邦德国
队出场62次，打入68球，并在1972
年、1974 年先后帮助国家队获得欧
锦赛、世界杯的冠军。

盖德·穆勒被称为“轰炸机”，如
今“轰炸机”驶向了天堂，爱戴他的
人纷纷表示哀悼。

“对于拜仁俱乐部以及球迷们
来说，今天是黑暗悲伤的一天。”拜
仁慕尼黑俱乐部主席海纳说。

拜仁首席执行官卡恩表示，盖
德·穆勒是拜仁历史上最伟大的传
奇人物之一，他将永远成为德国足
球历史的一部分，他将永远活在我
们心中。

盖德·穆勒的弟子、拜仁前队长
施魏因施泰格说：“感谢你！盖德，
没有你，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不会像
今天这样，我们大部分人的职业生
涯也不会如此。”

国际足联也发文表示：“国际足
球界对盖德·穆勒的逝世深感悲
痛。我们的心与他的家人、朋友以
及德国足坛同在。”

盖德·穆勒退役后在拜仁俱乐
部担任了多年青训教练。据了解，
他自2015年罹患阿尔兹海默症，此
后一直在接受药物治疗。

传奇落幕！德国足球名宿盖德·穆勒逝世

新华社西安 8月 16 日电（记者 郑昕）16 日上
午，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第十一届全国残运会暨
第八届全国特奥会火炬传递点火起跑仪式在陕西
省西安市永宁门（南门）广场举行，100名火炬手完
成首站的接力奔跑。

为期28天的火炬传递以“盛世全运、天下长安”
为主题，在“残健共融”理念下首次将全运会和残特
奥会的火炬传递合二为一，于三秦大地上的 14 个
站点举行。

在当天点火起跑仪式上，两名志愿者相互配
合，把从革命圣地延安宝塔山采集而来的圣火伸向
火种盆，火焰瞬间熊熊燃起。随后，两届奥运会冠
军秦凯来到巍巍古城墙下，接过这把点燃的名为

“旗帜”的火炬，高高擎起并向周围致意，昂首阔步
开始第一棒约50米的奔跑。

起跑之后，一棒又一棒的火炬手激扬奋进，他
们在护跑手的陪伴下，途经钟楼、西安人民剧院、安
远门、西安火车站等古城地标性建筑，在大明宫国
家遗址公园的丹凤门下完成收火，结束本站约 5.3
公里的接力。

跑完第一棒火炬，目前还在北京读书的秦凯激
动地说：“我特别自豪能在家乡完成第一棒的火炬
传递。西安这几年的变化日新月异，我每次回来都
有不一样的感觉，希望今年的十四运会精彩、顺利
地举办。”

共有三名残疾人火炬手参加本站传递。残疾人
火炬手姚伟表示，自己是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参
与者、见证者与受益者，此次“二火合一”的火炬传递
让残疾人、健全人携起手来为全运会和残特奥会喝
彩，他的心情无比激动，相信此次体育盛会的举办将
鼓励广大残疾人走出家门、走进社会的大家庭。

火炬传递的下一站将于18日上午在陕西“东大
门”渭南市市区举行。圣火将在9月 12日的最后一
站传递活动上进入本届全运会和残特奥会主会场
——西安奥体中心，并分别于9月 15日的十四运会
开幕式和10月 22日的残特奥会开幕式上点燃主火
炬塔。

■火炬

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火炬
正式在陕西传递

■赛道
电动方程式赛季收官：

中国DS钛麒车队获第三
据新华社柏林 8月 15日电（记者 刘旸 朱晟）

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锦标赛第 7季最后一站 15日
在柏林落幕，梅赛德斯车队及其车手德弗里斯分别
获得车队和车手的年度总冠军，中国的 DS 钛麒车
队获得车队年度第三名。

本赛季 15轮较量结束后，梅赛德斯车队以 181
分高居榜首，获得年度车队总冠军，捷豹车队和中
国的 DS 钛麒车队分列二、三位。另外两支有着中
国投资背景的车队，远景维珍位列第五，蔚来以 19
分排名垫底。

当日正赛伊始，事故频频。捷豹车队新西兰车
手埃文斯、文图瑞车队瑞士车手莫尔塔拉和安德雷
蒂车队的英国车手丹尼斯先后出现碰撞事故被迫
退赛，好在没有人受伤。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来自文图瑞车队的法国车
手纳托以 1小时 11分 57秒 152 的成绩夺得分站冠
军，尼桑车队英国车手罗兰德和梅赛德斯车队比利
时车手范多尔内分获亚军和季军。

车手排名方面，德弗里斯以99分获得年度总冠
军。本站赛事未能收获积分的莫尔塔拉和丹尼斯
以92分和91分排在第二名和第三名。

蒙特利尔公开赛乔治夺冠

8 月 15 日，意大利选手乔治在比赛中回球。
当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网球公开赛女单决

赛中，意大利选手乔治以 2 比 0 战胜捷克选手普利
斯科娃，夺得冠军。 新华社/路透

■夺冠

欧陆首战

西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