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广马英超·今晨

羊城晚报讯 记者葛万里报
道：第八届“碧桂园杯”全国象棋
冠军邀请赛昨日在广东顺德碧
桂园度假村进行了首轮较量，

“岭南双雄”吕钦、许银川双双战
胜对手顺利晋级八强。

根据赛前抽签，十六位参赛
棋手昨日捉对进行厮杀。 吕钦与
有“混战天王”之称的洪智对决。
两人首局慢棋弈和； 第二局再

战，执黑后行的吕钦开局就弃象
抢先，迅速出动强子。 进入中局
混战，吕钦再次果断弃马抢攻，强
渡中卒直闯红方九宫，最终以车马
炮卒形成攻城之势。眼看危局难支
的洪智不再抵抗，推枰认输，吕钦
遂以 3 比 1 的比分晋级八强。

今日继续进行八强战，八位
棋王再次通过抽签确定对手进
行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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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队遭遇第五败
羊城晚报讯 周方平报道：

CBA 常规赛第 13 轮昨晚进行了
六场比赛， 辽宁队做客不敌浙江
队，遭遇赛季第五场失利，排名跌
至第六。 山西队继续他们的黑马
之旅，主场轻取广厦队后，排名已
经跻身第三名。

浙江主场迎战辽宁， 他们在
第六轮曾经相遇， 结果辽宁队以
8 分的优势客场带走胜利。 此战
浙江队充分吸取上次对决失利的
经验教训， 在前三节比赛中都单
节领先， 最后一节也是稳稳守住
10 分左右的优势，最终以 114 比
105 获胜。 算上本轮，辽宁队今年
的战绩是 8 胜 5 负， 这与辽宁队
的争冠目标相差甚远。 本场比赛
辽宁队暴露出众多问题： 锋线球
员运动能力较弱、 篮板球控制不
利、轮转球员较少。

辽宁队本场内线被浙江队
牢牢压制，上半场进攻篮板是尴
尬的 1 比 7。 全场篮板是 32 比
40。 三分球和罚球命中率也都不
如浙江队。 辽宁队三分球是 26
中 10，而浙江队是 36 中 12� 。赛
后采访时，郭士强也认为三分球
和篮板球两项落后， 是辽宁队此
战的败因。

大巴黎完胜南特
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刘

毅报道：法甲第 16 轮今晨上演焦
点战， 巴黎圣日耳曼主场以 2 比
0 完胜南特。 在积分榜， 大巴黎
15 战积 36 分继续领跑， 马赛以
31 分排名次席， 南特以 23 分排
名第九。

大巴黎在第 40 分钟利用角
球创造机会，内马尔在点球点附
近抽射破门。 主裁判用 VAR 进
行复核，认定大巴黎中场德拉克
斯勒犯规在先，内马尔进球被判
无效。 大巴黎在第 51 分钟打破
僵局，迪马利亚右路突入禁区传
中，姆巴佩背对球门上演潇洒的
脚跟进球。第 85 分钟，伊卡尔迪
创造点球机会，内马尔操刀主罚
命中。

羊城晚报海口讯 记者吴广
崖报道：2019 中国 （海南 ）青少
年高尔夫球精英赛新闻发布会
昨天在海口观澜湖召开。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厅群体处处长麦有旺、海南省
高尔夫球协会常务副主席王扬
俊、海南省高尔夫球协会秘书长
莫壮飞、球员代表刘恩骅等出席
了此次发布会。

2019 年海南青少年精英赛
由中国高尔夫球协会认证，海南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
海南省高尔夫球协会承办。赛事
经过三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内
为数不多的，拥有中国高尔夫球
协会积分 (CJGR)、 世界业余积
分 （WAGR）和美国大学领先榜
（JGS）积分的青少年赛事。

今年，共有来自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近百名青少年高尔夫球选手
参赛， 他们将在未来 4 天的比赛
中，角逐男、女子各组别的冠军桂
冠。 同时，各国、各地区的青少年
球员也将组队进行团体比拼，争夺
团体冠、亚、季军的荣誉奖杯。

海南省高尔夫球协会常务
副主席王扬俊表示，希望通过举
办青少年高水平赛事，带动家庭
旅游及培养青少年成才后的品
牌传播效益，势必会帮助海南成
为高尔夫爱好者挥杆、 旅游度
假、置业消费的绝佳之地，为海
南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形成强
大的经济发展体系。组委会将通
过连年不断地举办赛事，将海南
青少年精英赛打造成为吸引国
内外优秀青少年球手眼光的品
牌青少年赛事。

海南省高尔夫球协会秘书
长莫壮飞向大家介绍了本年度
青少年精英赛的赛事亮点，他指
出，本年度精英赛的赛制较往年
进行了“升级”，参赛球员在四轮
的正赛中，每一轮比赛都将面临
淘汰线和晋级线的考验。除此之
外，精英赛还为各位球员搭建了
叩响职业大赛的平台，问鼎冠军
的球员将有机会与职业高手们
切磋球技。 因此，本次比赛男子
U19 组冠军将获得中巡赛 2020
年任意一站的参赛资格。

本次赛事将于今日在海口
观澜湖的 5 号场开战。

羊城晚报沈阳讯 记者葛
万里报道：“众弈杯”2019 年中
国国际象棋甲级联赛第六站比
赛昨日在沈阳北约客维景大酒
店打响， 在第 19 轮争夺中，排
名垫底的杭州宏达队以 1.5 比
3.5 的比分大败于重庆体彩队，
提前三轮降级。 广东深圳龙岗
队则大胜劲旅浙江队。

本站比赛， 广东深圳龙岗
队加强了外援实力， 首次请来
两位俄罗斯新锐棋手舒瓦洛娃
与普里德科助阵， 结果两位新
外援不负厚望， 在与劲旅浙江
队的比拼中， 新科世界青年锦
标赛女子冠军舒瓦洛娃凭借先
行之利战胜中国“希望之星”朱
锦尔， 普里德科也不遑多让击
败了徐铭辉，为广东队最终以 4
比 1 大胜对手立下汗马功劳。

上届冠军、“领头羊” 中国
移动上海队对阵杭州银行队，
男棋手较量三局皆弈和， 女棋
手沪队小将倪诗群后手战胜李

若凡， 世界棋后居文君在落后
的情况下逆转击败俄罗斯外援
吉尔娅， 帮助上海队以 3.5 比
1.5 战胜对手，继续扩大领先优
势，距离卫冕仅一步之遥。

目前国象联赛 19 轮战罢，
上海队积 32 分遥遥领先，重庆
队积 27 分暂列第二，杭州银行
队、广东队同积 22 分位居“第
三集团”，积 15 分的重庆九龙
坡队、 积 14 分的江苏队和积
6 分的杭州宏达队暂居倒数后
三位。

又 讯 昨 日 ，“众 弈 杯 ”
2019 年中国国际象棋甲级联
赛主办方在沈阳睿思维德幼儿
园举行大师进校园系列活动，
中国国际象棋国家男队主教
练、国际特级大师徐俊以及四
川队教练袁军与幼儿园的小
棋手进行了车轮战指导棋互
动，现场的小朋友们还为到场
的嘉宾展示了魔方、魔术等精
彩表演。

英超第 15 轮今晨再战，利
物浦主场以 5 比 2 大胜埃弗
顿，打赢默西塞德郡德比，以 8
分的优势继续领跑积分榜。 曼
联主场以 2 比 1 击败热刺，给
时隔 351 天率领热刺杀回老特
拉福德的前主帅穆里尼奥以当
头棒喝， 排名也暂时回升至第
六位。

克洛普豪取英超100胜
此役，利物浦主教练克洛普

进行了轮换， 阿德里安替换停
赛的阿利松出战，奥里吉、沙奇
里、拉拉纳和米尔纳轮换首发，
结果这让利物浦全员作战的
“板凳深度”得到了充分体现。

奥里吉在第 6 分钟就替红
军首开记录，第 31 分钟又再下
一城；沙奇里在第 17 分钟也收
获一个进球； 马内在助攻奥里
吉和沙奇里破门后， 自己也在
第 45 分钟进球；维纳尔杜姆则
在第 90 分钟锦上添花，将此役
比分定格在 5 比 2。

埃弗顿此役虽然拼尽全
力，也由迈克尔·基恩和理查利
森各进一球， 但多数时候他们
都处于两球落后的被动地位。
此役，利物浦的萨拉赫缺阵、菲
尔米诺也是在第 73 分钟才替
补登场，其前场“三叉戟”长时
间“三缺二”仍然取得大胜，彰
显了其整体实力的强大。

最终， 克洛普用 159 场比

赛取得了自己的英超第 100
胜，成为史上第二人。曼联传奇
主帅弗格森为此用了 162 场比
赛。 排在克洛普前面的只有穆
里尼奥， 他在第 142 场比赛就
完成了英超 100 胜。

拉什福德梅开二度
这是曼联主教练索尔斯克

亚自我救赎之战， 赛前他就对
手下明言， 如果对热刺和曼城
两战皆败， 自己很可能下课。
此举似乎激发了全队拼劲，在
博格巴和马夏尔仍然伤缺的情
况下 ， 曼联打出了逼人的气
势。 拉什福德在开场第 6 分
钟， 接林加德脚后跟做球，杀

入禁区小角度劲射破门， 替红
魔先声夺人。

热刺在第 39 分钟迎来机
会， 阿里机敏挑过弗雷德，近
门射入扳平比分的进球。 不过
打出士气的曼联已很难阻挡。
下半时，刚开场 70 秒，拉什福
德强突对方右路，被西索科在
禁区中放倒，离事发地点很近
的当值主裁判果断吹罚点球，
拉什福德主罚破门，个人梅开
二度。

此役， 穆里尼奥的球队未
能打出前三战的气势， 拼劲明
显输主队一筹。

羊城晚报记者 徐扬扬

法甲·今晨

CBA·焦点

赛制升级，每轮都有“生死线”
2019 中国（海南）青少年高尔夫球精英赛今日开杆

老东家击败穆帅

国象甲级联赛

广广东东队队力力克克浙浙江江队队
全国象棋冠军赛

“岭南双雄”晋级

穆穆里里尼尼奥奥连连胜胜势势头头受受阻阻
图图 // 视视觉觉中中国国

羊城晚报讯 记者苏荇报
道： 广州市气象台昨天预计 ，
2019 广州马拉松赛期间 （12 月
8 日 5 时至 13 时 30 分） 广州晴
间多云，气象条件（气温 9～20℃，
相对湿度 40～60%，风速 1～3 米/
秒 ，气压 1022 ～1024hPa）与最适
宜马拉松的气象条件比较符合，
有利于马拉松赛的顺利进行。

有研究显示，5℃-15℃的气
温是最适合跑马的温度。 与去年
相比，今年的天气具体预报为 5
时至 7 时气温 11～9℃，7 时 30
分 至 10 时 30 分 气 温 为 9 ～
16℃，10 时 30 分至 13 时 30 分
15～20℃。广马组委会还将根据
最新气象探测资料， 及时分析，
适时提供最新的监测预报信息
助力跑者，方便市民。

这样的气温虽然有利于跑者
创造好成绩， 但赛前赛后也要注
意保暖。李怡洁是 2019 广州马拉
松全马 615 时段官方领跑员，她
认为赛前保温非常重要， 跑友若

在中午 12 时前完赛，赛道气温应
该不会超过 18 摄氏度。

另外，广马组委会今天发布
《关于严肃赛场纪律、 营造干净
文明的比赛环境的公告》， 组委
会将采取防作弊手环、 全程录
像、 现场执裁等多项措施， 严肃
查处一切违反赛场规则及不符合
文明礼仪规范的行为，并列出 15
种裁判员有权中止选手比赛，取
消其比赛资格的违规情况。

比如以虚假年龄或虚假身
份报名；一名选手同时携带 2 枚
以上（含 2 枚 ）芯片参加比赛 (包
括男选手携带女选手芯片 )；当
日关门时间之后不听劝阻、不停
止比赛或退出比赛后又进入赛
道； 干扰工作人员正常工作、随
地便溺、 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
为； 由于身体原因不听医务人员
劝阻还继续参加比赛等。 组委会
甚至会视情节轻重给予参赛选手
取消广州马拉松赛比赛成绩、禁
赛 1 至 2 年及终身禁赛等处罚。

高尔夫专区
制
图\

伍
岩
龙

天气好 赛纪严
广州马拉松准备就绪

羊城晚报讯 本周末， 曼城
将与曼联上演第 180 次曼彻斯
特德比， 过往交锋， 曼联胜 73
场，曼城胜 53 场。 明天出版的
《羊城体育·足彩大富翁》报 （电
子版 ：www.okdfw.com， 微信公
众号 ：穗城 sports、羊体加官微 ）
周五刊认为， 尽管头号射手阿
圭罗因伤休战，但曼城以 15 场

43 球成为本赛季欧洲五大联赛
火力最猛的的球队。 上赛季曼
城曾在联赛“双杀”曼联———分
别与穆里尼奥和索尔斯克亚执
教的同城死敌对垒， 主客场分
别以 3 比 1 和 2 比 0 获胜。 此
番主战曼联， 曼城应能轻松赢
下曼市德比。

（钟劭）

曼城笑傲曼市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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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彩民领奖才知揽得大奖
中得 9 注双色球二等奖

今日吉时：申时、酉时、戌时
今日吉数：10、23、32
今日吉肖：牛、虎、蛇、猴、狗、猪

（风信子）

启启今日吉字：

11 月 12 日晚， 双色球第
2019130 期开奖，开奖号码是红
球 01、07、09、11、24、32， 蓝球
16， 当期开奖佛山市共中出 9
注二等奖。 幸运的是，这 9 注二
等奖全被一彩民独揽， 总奖金
高达 2002393 元。 经检索，这张
“两百万”彩票是一张 3 倍投注
的“6+3”复式票，彩票购买金额
为 18 元 ， 由 三 水 区 福 彩 第

44130449 号投注站中出， 出票
时间为 12 日 17 时 57 分 37 秒。
这位幸运儿在开奖过去好多天
了，才慢慢悠悠地现身佛山市福
利彩票发行中心兑奖处兑奖，神
奇的是，大奖得主直到领奖那一
刻，才“醒悟”自己中的是 200 万
元大奖。

中得此次大奖的廖先生是
一位拥有十几年彩龄的老彩民，
他对双色球情有独钟。 这些年
来，他只买双色球，但投注的号
码全凭感觉自选的，从没研究号
码走势图也从不追号。 而且他兑
奖也很佛性， 不特意关注开奖，
只是去站点的时候会把之前的

彩票带上过机检验。
这一次中得大奖，廖先生差

点被“吓到”了，他激动地说：“我
在来到中心兑奖的前一刻，我还
不知道自己中的是 200 万元。 昨
天我把彩票带到投注站过机，销
售员告知我要到佛山市福彩中
心兑奖，当时我还以为自己中了
1 万多元， 因为我曾经有中过两
次 1 万多元的奖，就想着这一次
应该也是一样，所以转身就回家
睡觉去了。 当晚我就这么垫着我
的‘200 万元’睡了啊，真替自己
捏了一把汗。 ”

一直以来，廖先生购买彩票
不仅仅是为了娱乐，主要是因为

有关注福彩 、 了
解福彩， 他觉得
“扶老、 助残、救
孤、济困”的发行
宗 旨 十 分 有 意
义， 就想通过这
个 平 台 来 做 慈
善，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坚
持购买双色球，从未落下。

当问到奖金的用途时，廖先
生表示自己家庭美满， 生活原
本就挺富足的， 已经没有什么
特别需求了。 他笑着说：“我就
一个宝贝女儿， 把一部分奖金
留给女儿作为嫁妆， 其他的再
慢慢做打算吧。 ”

羊城晚报记者 林曦
通讯员 巫倩敏

实习生 陈晓璇 陈宛琦
插图：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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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茂名市众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2018 年 11 月 21 日，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茂名市众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单户适用），
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债权 ,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押
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茂名市众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茂名市众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担保人及
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茂名市众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应支付给茂名市众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
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 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 /
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下表中贷款本金余额仅供参考，贷款本金余额以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的规定为准。
4、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或茂名市众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本公告当中

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为准。
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李小姐电话：66801300

� � � � 茂名市众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李先生电话：13928175888
� � � � 特此公告。

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茂名市众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5 日

借款人名称

云浮市圣哲石
材有限公司

贷款本金余额（人民币元，截
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

5,995,000.00�

借款合同编号

云 浮 分 行 2016
年 营 业 字 第
00178 号

担保人名称

江友荣、温其志、
王少婷、温炳新

担保合同编号

云浮分行 2014 年营业抵字
第 0120 号、云浮分行 2014
年营业保字第 0120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