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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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卫崖遗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开具
的收款收据一张，代办押金收据号:04761461，金额
10000元，现声明作废。
★王俊慧遗失准予迁入证明，编号：琼准字 01360506
号，现声明作废。

★胡湘金商户遗失海南创新书店有限公司3楼C37、CK06
铺面的押金条，开票金额为:10600元，票号:0003267，开票
日期为:2019年5月20日，现声明作废。
★王俊慧遗失户口迁移证，编号：晋 21030346 号，现声
明作废。

★保亭三道槟榔谷成军副食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信用
代码为：92469035MA5RNRUG1Q,现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新华社伦敦 10月 20日电（记
者 张薇）曼联 20 日在主场 0:2 落
后的情况下下半场连进三球逆转
战胜亚特兰大，其中C罗攻入制胜
球。切尔西、拜仁双双大胜，为欧
冠联赛第三轮小组赛画上句号。

当日在老特拉福德，亚特兰大
队开场 15分钟后由帕萨利奇前点
包抄打门得手。第 29 分钟，客队
又利用角球机会由德米拉尔头球
破门，以2:0将“红魔”逼入困境。

不过，曼联的逆转大戏下半场
上演。第 53 分钟，拉什福德接费
尔南德斯妙传杀入禁区后，面对
门将冷静推射远角得手。第 75分
钟，曼联右路传中，皮球漏到后
点，无人盯防的后卫马奎尔打空
门得手，将比分扳成 2:2 平。比赛
渐入尾声之时，36 岁的 C 罗再次
扮演关键先生，他接卢克·肖左路
传中头球破门，助曼联反败为胜。

由此，2 胜 1 负的曼联以 6 分
领跑 F 组，当日 4:1 击败伯尔尼年
轻人队的比利亚雷亚尔和亚特兰
大同积 4分，年轻人队以一分之差
垫底。

同日切尔西主场迎战马尔默，

第 9 分钟就由克里斯滕森禁区内
凌空抽射破网。此后，比利时前
锋卢卡库在禁区内被放倒，意大
利中场若日尼奥点球命中将比分
扩大为2:0。

易边再战后仅 3 分钟，切尔西
打出快速反击，哈弗茨杀入禁区
搓射得手。随后，鲁迪格为“蓝
军”赢得又一次点球机会，若日尼
奥再次主罚命中，将比分定格在
4:0。

由于上轮败给尤文图斯，2 胜
1负的切尔西暂居H组第二，尤文
在 1:0 小胜圣彼得堡泽尼特队之
后以三连胜领跑。

另外，拜仁与本菲卡的比赛上
半场双方均无建树。然而自第 70
分钟起的 12 分钟内，“德甲巨人”
连进四球，实现三连胜，其中萨内
独中两元。

与拜仁同在 E 组的巴塞罗那
凭借老将皮克的进球主场 1:0 小
胜基辅迪纳摩，比拿到 4个积分的
本菲卡少1分，排名第三。

G组中，萨尔茨堡3:1力克沃尔
夫斯堡；里尔和塞维利亚0:0战平。
萨尔茨堡以7分排名小组第一。

从0：2到3：2，曼联上演大逆转

C罗再次力挽狂澜

据新华社伦敦 10 月 20
日电（记 者 张 薇）刚刚被沙
特“金主”收购的英超纽卡斯
尔联足球俱乐部 20 日确认，
布鲁斯已不再担任球队主帅
一职。

13 天前，沙特主权财富
基金公共投资基金领衔的财
团正式确认完成对纽卡斯尔
联俱乐部的收购。英国富豪
迈克·阿什利作为纽卡老板
的日子在14年后画上句号。

当时，各方就纷纷预测布
鲁斯在纽卡主帅的位置上大

概坐不了几天了，毕竟“喜
鹊”本赛季英超开赛以来还
一场未胜，由此成为降级热
门。

17 日，60 岁的布鲁斯在
他执教的第 1000场比赛中再
次品尝失利滋味。纽卡主场
2:3 不敌热刺，8 轮过后 3 平
5 负仅积 3 分，以 1 分优势暂
列倒数第二。

布鲁斯在执教“喜鹊”的
两年多时间里率领球队以第
13和第 12的英超排名完成两
个赛季的征程，同时在足总杯

和联赛杯上都打进过八强。
纽卡表示他们会牢记布鲁斯
对俱乐部的贡献，而寻觅其接
替者的工作已经启动。

布鲁斯在接受《泰晤士
报》专访时表示，他有可能就
此退休，因为他不想让妻子
继续为他操心。“她这么多年
来跟着我从一个足球俱乐部
到另一个。如果我明天告诉
她有人邀请我去中国或者其
他什么地方工作，她大概还
是 会 问‘ 你 觉 得 那 适 合 你
吗？你想要做吗’，然后也会

再次支持我的选择。”
“但我不能将这视为是理

所当然。我已经 60 岁了，我
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想让她继
续这样的经历。”他说。

纽卡短时间内能请到何
方名帅还是未知数。但有趣
的是，因为担心如今财力是
曼城数倍的纽卡“不择手段”
大笔一挥，英超已在紧急会
议后出台了临时禁令，即各
俱乐部的商业或赞助合同都
不能与俱乐部老板的其他生
意有所瓜葛。

英超纽卡主帅布鲁斯“下课”

三亚首届“蓝茵杯”青少年
足球俱乐部邀请赛开幕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近日，三亚市
首届“蓝茵杯”青少年足球俱乐部邀请赛在
南亚学校足球场开幕。比赛分为两个阶
段，一阶段为小组循环赛，二阶段为排名淘
汰赛。比赛时间将持续至今年11月，为现
场观众带来一场场精彩绝伦的金秋竞技青
少年足球盛宴。

此次赛事三亚共有 8 个俱乐部参加，
共计8支队伍参赛，近百名小学生参赛，赛
制赛程设计严格执行国际足联最新审定的
《足球竞赛规则》。邀请赛以三亚市为中心
点，面向海南全省，培养一个具有省内知名
度的品牌赛事。从今年开始起，每年举办
一届，面向海南青少年群体推广快乐足球
理念和足球文化，让孩子们在参与运动中
快乐健康地成长。

主办方称，为积极响应《国家体育总
局、教育部关于加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工作的意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回馈社
会大众，“蓝茵杯”青少年足球俱乐部邀请
赛作为一项公益赛事，不收取孩子任何报
名费用，孩子参加比赛全部免费，并且设置
奖金、奖品鼓励孩子。

本报讯（记者 黄珍）近日，2021 年三
亚市首届“金融杯”篮球赛在康悦体育俱乐
部举行，来自全市银行、保险等金融系统的
14支代表队参赛。

第一场比赛在中国农业银行三亚分行
代表队与中信银行三亚分行代表队之间进
行。随着比赛的哨声响起，篮球被高高抛
起，双方队员立即展开激烈争夺。挡、传、
抢、防，参赛队员团结协作，你积极防守，我
主动进攻，比赛高潮迭起。现场观众呐喊
声、叫好声不绝于耳。

本次篮球赛由三亚市金融发展局指
导，三亚市篮球协会主办，共有 14 支代表
队约200名运动员参赛，比赛持续7天。

三亚首届“金融杯”篮球赛开赛

约200名篮球好手比球技

队员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黄珍 摄

在前一天结束的第50届世
界体操锦标赛男子项目预赛
中，中国选手张博恒以个人全
能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决赛。在
参赛的 53名选手中，只有他一
人显示了挑战日本选手桥本大
辉、争夺全能金牌的实力。

比起东京奥运会上一战成
名的桥本大辉，张博恒名气并
不大。他虽然也入选了中国队
的东京奥运集训大名单，并且
队内成绩出色，但因为疫情原
因，他过去两年缺乏国际大赛
考验，最后与奥运无缘。不过，
在奥运会之后的首次国际比赛
中，他终于找到了发挥的机会。

张博恒在男子项目预赛第
一天的比赛中占据领先，桥本
大 辉 第 二 天 上 场 ，最 终 以
88.040 的总分超过张博恒，以
预赛第一的身份晋级。张博恒
总分为 87.897 分，与桥本大辉
的差距只有 0.143 分。从积分
上来看，两人与其他选手拉开
了档次，排名第三的土耳其选
手阿希尔总分为84.430分。

在6个单项比赛中，张博恒
在吊环和双杠比赛中更胜一

筹，都获得了第二名。桥本大
辉在其他四个项目上的得分超
过了张博恒，尤其在单杠项目
中发挥出色，位居榜首。不过，
两人都有各自的短板，张博恒
在自由操上名列第 17，桥本大
辉在吊环比赛中排在第29位。

中国体操队领队、国家体
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副主
任叶振南认为，桥本大辉这次
比赛中动作的难度和完成的质
量都很高，尤其在单杠和自由
操两个强项上更是发挥出色。
不过鞍马是他的弱项，在东京
奥运会和本次比赛中，裁判对
他动作难度的认定都偏低，尽
管他进行了申述，但并没有得
到认可。

叶振南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表示，张博恒是一名比
较全面的运动员，如果不是在
单杠和自由操中出现了一些失
误，他的总分完全可能超过桥
本大辉。因此，在 22日晚的男
子全能决赛中，张博恒与占有
主场之利的桥本大辉的对决，
将非常引人注目，竞争也将非
常激烈。

不过，叶振南认为，不管结
果如何，21岁的张博恒和20岁
的桥本大辉，这两位中日体操
的新生代人物，在巴黎周期甚
至未来更长时间内，必将在全
能项目上展开激烈的竞争。

“考虑到巴黎奥运周期团
体比赛方式会改变，全能选手
在各个队伍里的配置可能会减
少，所以两人的竞争会更加白
热化。”叶振南说。（新华社日
本北九州10月21日电）

张博恒和桥本大辉
谁将成为世锦赛“全能王”？

新华社记者 王子江

新华社西安10月 21日电（记者 张晨俊 郑昕）
赛事组委会21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
克运动会将于22日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开幕，共
有来自35个代表团的4484名运动员参赛。

中国残联副理事长、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
八届特奥会组委会副主任王梅梅介绍，本届残特奥
会共设比赛项目47个,其中残运会 38个，特奥会 9
个,陕西共承办 29个项目。全国 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
门特别行政区共35个代表团参赛，陕西省作为东道
主将派出两个代表团参赛。

陕西省副省长、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
特奥会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方光华介绍，本届残
特奥会沿用十四运会“疫苗接种+健康监测+核酸
检测+闭环管理”的全方位防控措施，坚持“一赛事
一方案、一场馆一方案、一群体一方案”，压紧压实
属地属人属事责任，做细做实防控方案，配齐配足
防控物资，确保参赛涉赛人员健康和生命安全。

4000多名运动员
参加全国残特奥会

新华社丹麦欧登塞10月 20日电（记者 刘旸、
林晶）世界羽联丹麦公开赛首轮第二个比赛日中，
何济霆在男双比赛中遭淘汰，在混双比赛中因伤退
赛。何冰娇、王祉怡、陆光祖等单打选手晋级，韩悦
失利无缘下一轮。

此前苏迪曼杯和汤姆斯杯比赛上，何济霆多与
周昊东搭档，本站比赛恢复与老搭档谭强组合，但
两人状态不佳，以 13:21、10:21 不敌对手保木卓
朗/小林优吾, 而此前他俩保持对这对日本组合五
战全胜的战绩。至此，中国男双在本站赛事已全部
出局。

“前面两站我歇的时间长，今天球感不太好，出
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太久了。比赛后半段才
有了我俩以前的感觉，但已经晚了。”谭强说。

晚些时候，何济霆与刘玄炫搭档混双迎战马来
西亚组合吴顺发/赖洁敏，首局 1:6落后时，何济霆
因腰部旧伤处感到不适宣布退赛。

刘玄炫与夏玉婷两位 21岁的女双组合，以 21:
11、21:19淘汰了加拿大选手杭德里克/蔡宛廷。首
次参加成人高级别单项赛的 20岁小将冯彦哲与杜
玥搭档混双，与印度组合兰基雷迪/蓬纳帕激战三
局，以21：17、14：21和 21：11淘汰对手。

陆光祖在与法国选手利弗德斯的男单较量中，
第一局在领先情况下被对手以23：21翻盘，随后陆
光祖以21:10、21:6连追两局取胜晋级。

“第一局后半段精力不集中，战术不明确，关键
分没守住，后面限制住对手的连贯性，迫使他失误，
比分就拉开了。”陆光祖说，“连续经历高压迫性的
大赛，会出现疲倦、懈怠，对精力和心态是个挑战。”

何冰娇与 22 岁的新加坡选手杨佳敏首次在世
界大赛相遇，最终以 21:14、21:17 击败对手。王祉
怡在与美国华裔选手王苑力对阵中，两局都在落后
情况下实现反超，以21:19、22:20险胜。

韩悦在与日本名将高桥沙也加较量中，在 21:
15 先下一局的情况下，被对手以 21：18、21：16 连
扳两局，无缘下一轮。

丹麦公开赛：
何济霆“兼项一轮游”
何冰娇、陆光祖晋级

10 月 20 日，陆光祖在比赛中回球。

10 月 21 日，北京控股队球员哈斯（左）在比赛
中上篮。

当日，在浙江诸暨进行的 2021-2022 赛季中国
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第一阶段第三轮比赛
中，时代中国广州队以 102 比 98 战胜北京控股队。

新华社记者 王冠森 摄

CBA第一阶段：
广州队胜北京队

桥本大辉在东京奥运会的跳马比赛中落地后出现重大失误,但
未被扣分，备受争议。(网络图片)

张博恒在
比赛庆祝。

新华社发

10 月 20 日 ，曼 彻 斯 特 联 队 球 员
克·罗纳尔多在比赛中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欧冠战报

足坛
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