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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 758 号

岳少甫：
本会已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受理申请人

广东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与你
方关于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9）穗仲案
字第 13775�号， 现定于 2020 年 11 月 05 日下
午 03 点 30 分在广州市沿江中路 298 号江湾大
酒店 A 座 8 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 仲裁庭于
2020年 11月 26日作出裁决， 领取裁决书的时
间为 2020年 12月 10日前。 请你及时到本会办
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 年 8 月 1 日

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 757 号

欧雪梅：
本会已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受理申请人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支行与你方关于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
第 5912�号，现定于 2020年 11月 05日下午 03
点 00分在广州市沿江中路 298 号江湾大酒店 A
座 8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 2020 年 12
月 03 日作出裁决， 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24 日前。 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
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 年 8 月 1 日

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 756 号

杨振锋、盘香兰：
本会已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受理申请人樊

惠兰、陈锋与你方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
为（2020）穗仲案字第 2944�号，现定于 2020 年
11 月 05 日上午 10 点 30 分在广州市沿江中路
298号江湾大酒店 A座 8 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
仲裁庭于 2020 年 12 月 03 日作出裁决，领取裁
决书的时间为 2020年 12月 24日前。 请你及时
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 年 8 月 1 日

工
商
小
广
告

电
话：

020-87133122

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股东决定， 广州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J86Y6L，注册资本 1100000 万元人民币，下称广州铁投集团）吸收合并
广州市建国电机厂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450060P， 注册资本
366 万元人民币，下称建国公司）。 合并后广州铁投集团存续，注册资本为 1100000 万
元人民币，建国公司依法注销，建国公司债权债务由广州铁投集团承继。 合并各方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要求原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权利的，本次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广州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建国电机厂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0-83158410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证》公告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 广州全家康保险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变更营业地址已由我局换发《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编码：202108000000800
设立日期：2004 年 10 月 15 日
许可证流水号：0120600
发证日期：2020 年 07 月 13 日
地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 121 号 526 室
业务范围：在广东省行政辖区内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代理

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赔；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广东珍奇味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破产财产第一次分配公告

（2019）珍奇味破管字第 45 号
广东珍奇味集团有限公司债权人：

2019 年 8 月 14 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庄京
波申请广东珍奇味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珍奇味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为广东珍奇味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以下简称：管理人）。2020 年 7 月 20 日作出（2019）粤 01 破 164-5 号生效《民事裁
定书》，宣告广东珍奇味集团有限公司破产。 因管理人制作的《广东珍奇味集团有
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以下简称：《分配方案》） 经过债权人两次表决均未通
过，2020 年 7 月 22 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 01 破 164-6 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认可该《分配方案》。故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
百一十六条的规定执行该《分配方案》。

本案破产财产分配采取以货币形式多次分配的方式，第一次可供分配的破产
财产总额为 12,377,691.51 元， 在优先支付 1,785,078.20 元破产费用并预留
300,000.00 元破产案件受理费和预留 100,000.00 元用于支付后续发生的破产费用
和共益债务后， 第一次剩余可供分配破产债权的破产财产数额为 10,192,613.31
元。 本案的职工债权为 10,906,880.00 元，第一次清偿数额为 10,192,613.31 元，清
偿比例为 93.45%；本案的社保债权和税款债权为 8,213,289.44 元，第一次清偿数
额为 0 元，清偿比例为 0%;本案的普通债权为 313,451,136.67 元，第一次清偿数额
为 0 元，清偿比例为 0%。

特此公告。
广东珍奇味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遗失声明
武汉永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分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鸿景建筑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行政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转让方”）与佛山弘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下称“受让方”）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签署的五份《债权转让协议》及其附件，转让方已将其合法享有的对下列债权转让清单所列主债务人的全部主债权权
益及相关担保权益（详见“债权转让清单”）依法一并转让给受让方。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由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下列债权转让清单所列债权的债权人和担保权利人，受让方有权直接要
求债务人清偿债务。 债务人应从公告之日起直接向受让方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清单 2020 年 7 月 29 日

������转让方：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5033 号平安金融中心 12、13、38、39、40 层 联系人：孙琳 联系电话：18680507035
受让方：佛山弘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4MA53YMUC3G
住所地：佛山市禅城区绿景三路 8 号 1 区首层 P36 号之一 法定代表人：唐赞荣 联系电话：13928572611

序号

1

2

3

4

5

借款编号

DY2019011
7001656

DY2019012
8005152

DY2018052
5001609
DY2018110
5009553
DY2018071
0004306

主债务人

刘祖辉（身份证号码：
51092119690606****）

孙新安（身份证号码：
42108119630920****）

闻静 （身份证号码：
32108619790604****）
徐雪莉（身份证号码：
45250119691224****）
钟建生（身份证号码：
44052419750625****）

担保方式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担保物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南涌社区居
民委员会海港中心海景苑海景阁
5 号楼 502 房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西溪社区居
民委员会东华路 23 号保利家园
21 栋 1204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小小路 1 号
锦绣华庭 14 座 604 房
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南丰大
道 66 号保利中景花园 16 座 502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大
德路 3 号中海锦苑 6 座 1302 房

理赔款

361987.18 元

553721.29 元

613268.98 元

557886.45 元

564794.20 元

逾期保险费

1873.31 元

2779.12 元

1522.92 元

3207.60 元

2834.64 元

滞纳金（从理赔之日起，以
理赔金额为基数，按费率
22. 68%/ 年的标准计算）

41733.50 元

69768.88 元

139089.40 元

28117.48 元

8598.47 元

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

届时以实际产生的费
用金额为准

届时以实际产生的费
用金额为准

届时以实际产生的费
用金额为准
届时以实际产生的费
用金额为准
届时以实际产生的费
用金额为准

暂计总金额
（人民币）

405594.00 元

626269.29 元

753881.30 元

589211.53 元

576227.31 元

债权金额（截至基准日 2020 年 6 月 19 日）

土地租赁公告
我公司决定对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

765 号场地进行对外租赁经营， 该地面
积 41,862.71 平方米，目前作为乘用车销
售服务市场运营，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租， 欢迎有意向的承租商前来咨询、洽
谈。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 7 日内有效。

联 系 人 ： 王 先 生 ： 电 话
19866721786 020-32373059

鲁女士： 电话 13662486457 020-
32373150

传 真：020-32373150
邮 箱：wangsonghai@chemchina.com

luchuangming@chemchina.com
广州合成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2 日

广州积美会咖啡厅有限公司清算组
公 告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作出（2020）粤 0104 清申 5 号民
事裁定书， 裁定受理广州市春汇贸易有限公司对广州积美会咖啡厅有限公司的
强制清算申请；并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作出（2020）粤 0104 强清 4 号指定清算组
决定书，指定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为广州积美会咖啡厅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人
为胡育新。

广州积美会咖啡厅有限公司的债权人请于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通
讯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12 号高德置地冬广场 H 座 11 楼广东启源律师
事务所，联系人：苏梓劲，电话：13570312319）申报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
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 逾期不申报者，自行承担法律后果。

广州积美会咖啡厅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清算组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广州积美会咖啡厅有限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清算组移交广州积美会咖啡厅有限公司的财产、印
章、证照、账簿和文书，以及债务清册、债权清册、财务会计报告、职工工资的支付
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说明等相关资料。 拒不移交或移交资料不真实的，将
被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广州积美会咖啡厅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遗失声明
广东湛龙光电有限公司不慎将杨世雄
银行预留章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营者郑喜中遗失营业执照正本一份，
注册号:440582600460535，现声明作废。

行政执法文书送达公告
刘承洪（身份证号码：45010219760406101X）：

2018 年 10 月 10 日， 你在广州福业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鼎泰茶
博城分公司促成增城市新塘镇翡翠绿洲森林半岛街 71 号某房的交易
中，存在侵占、挪用房地产交易资金的行为。 依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
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作出责令限期改正，记入信用
档案，处以壹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罚
决定书》（穗房监管法〔2020〕70 号）。 限你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机关（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芳草街雍雅园 3 楼法律事
务部 ,联系电话：83525962）领取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逾期视为送
达；你应当自《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缴纳罚款，逾期
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

你如不服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可以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 60 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或者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申请行政
复议，也可以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依法向广州
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和诉讼期间，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
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
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 年 8 月 1 日

广州地铁 2020年短期租赁商铺招商项目公告
广州地铁连接各大重要商圈及商务中心，经营环境一流，

车站商铺占有得天独厚的经营优势。 现广州地铁 2020 年短
期租赁商铺招商项目对外公开招商， 请有意向商家于 2020
年 9 月 1 日上午 9：00 前登录广州地铁商业网站 http://biz.
gzmtr.com/ 查询详情及报名。

单位：广州地铁运营资源经营中心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238号万胜广场 A 塔 28楼
电话：020-83158250（陈先生）
时间：工作日 8：30—11：30 及 13：30—17：00

遗失声明
广州维帝欧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法人章（邱延国 )各一枚，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吴川市博铺帝兴塑料鞋厂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883M
A4WE1Y68D，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徐清标遗失营业执照正本一份， 列 ：
440583600484428 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叶添不慎遗失宅基地证， 土地证号为：
222942，地址：广州市荔湾区桥中福源北
48 号。 特此声明。

清产核资公告
揭西县木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5222193370162k），根据省 、市 、
县有关国企“僵尸企业”出清重组的决
策部署和工作要求，本企业成立清产核
资工作领导小组，委托惠州正大会计师
事务所进行清产核资。请相关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清产核
资工作小组申请其债权，逾期末申报视
为放弃。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5917212513
联系地址：揭西县河公路（河西一路中
段）

揭西县木材公司
2020 年 7 月 31 日

声 明
因我司受他人欺诈而未经杨

幂授权擅自使用其肖像和姓名在
“IRISFANIDEZ 梵玳”品牌化妆品
外包装上并造成广大消费者误
解， 我司已深刻认识到该行为违
法，对此我司深表歉意！

后经与杨幂在法院的主持下
达成了调解。 现郑重澄清我司与
杨幂不存在任何商业合作， 我司
已通知有关的经销商召回并销毁
相关的侵权产品， 如仍有购销到
前述侵权产品的请立即自行销毁
或退换货，否则后果自负！
声明人：广州市诗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一日

注销公告
广东汉永律师事务所 (统一信用代

码 : 31440000MD0209602W) 经全体合伙
人决议注销本所。 本所已于 2020 年 8
月 1 日在《羊城晚报》发布公告，请债权
人在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申报债权，并
于同年 2020 年 7 月 27 日取得清算审计
报告。 现拟向司法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特此公告。

广东汉永律师事务所
2020 年 8 月 1 日

公 告
广东三角洲联运有限公司清算组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终结广东三角

洲联运有限公司（以下称“三角洲公司”）强制清算程序。经清算组对三角洲公司的
财产及债权债务进行核查，未能发现三角洲公司的财产、账册、重要文件和已知债
权人信息，在债权申报期内亦无债权人向清算组申报债权，且三角洲公司人员下
落不明。 清算组遂以无法清算为由申请终结三角洲公司强制清算程序。 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 28 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终结广东三角洲联运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

特此公告。
广东三角洲联运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遗失声明
广州共享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天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南国支行
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为 J5810066874801;
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卢富春各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天越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遗失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为：440112190033，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证正本，许可证编号为：440112190043，
现声明作废。

公 告
（2019）粤 01 破 37-2 号

2018 年 12 月 20 日，本院裁定受理
广东省商业物资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查
明，经审计，截止 2018 年 12 月 20 日，
广东省商业物资公司账面资产总额为
39749.01 元 ， 账 面 负 债 总 额 为
31232540.13 元。 本院裁定确认广东省
商业物资公司的债务合计 86875029.5
元。 本院认为，广东省商业物资公司的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宣告破
产的法定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
院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裁定宣告广东
省商业物资公司破产。 特此公告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巨合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丢失三一汽车起重机合格
证一份， 合格证号：TC1012CA0701，车
辆型号：SPC120T， 车架号：LGHXHG1P
1L6101270，发动机号：82022559，声明
作废。

清算公告： 东莞市立富电线电缆有限公
司经公司股东会决议解散， 成立清算组
清理公司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清算组联系人：贺礼金、黄建
平，联系电话：13827219338，地址：广东
省东莞市谢岗镇大龙村榕树岭

东莞市立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9 日

遗失声明
惠来县神泉鸿宇服装辅料厂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445224600067759，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云星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行政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浪舟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始兴县基督教福音堂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 核准号：J5822000051501， 编号：
5810-01440528，现声明作废。

分类广告
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中 309 号自编 3-10A 一楼 咨咨询询、、投投诉诉热热线线：020-87133122

上门广告服务代理
本版信息

由大众提供

请需者谨慎选择电话：020-87566523、13622244208���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490 号壬丰大厦西厅 3015 室锦洪广告

12115685.96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 3奖池。
404071160.30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 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 2020年 9月 29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
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25180670 1041172

中奖情况

排列 3 2 3 0

全国
中奖
注数

排列 5 2 3 0 3 2

本省
中奖
注数

224

0

334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 5 13925644

4906

0

7829

54

排列 3 排列 5 第 20163期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授权发布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0 年 7 月 31 日 ●●●●●●●●●●

好彩 1 第 2020159 期

投注总金额：684896元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 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符号

投注方式 投注额（元）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01 鼠 春 东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646800

12132

450

25514

19845

1043

17

333

46

15

5

5

“南粤风采”36 选 7 第 2020159 期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总中奖金额（元）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0

2

2

72

185

3477

0

27310

13654

36000

18500

34770

13655

6827

500

100

10

中奖情况

36选 7投注总金额：460864元
中奖基本号码：26 19 10 14 03 21 特别号码：01

累计奖金 2610388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 60个自然日内。

好彩 36投注总金额：559228元

类别

好彩 2

好彩 3

投注额（元）

35772

523456

中奖注数

497

697

单注奖金（元）

36

376

3D 第 2020164 期

中奖号码 7 6 9

奖等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组选 3

组选 6

1D

2D

通选 1

通选 2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和数 22

602

0

1044

143

70

2

9

0

0

0

5

22

本期投注总额：1804294元；本期中奖总额：818039元
奖池资金余额：2369773元。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49

626080

0

180612

1430

7280

940

189

0

0

0

430

1078

七星彩 第 20070 期

奖级 中奖
注数

单注奖金
（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0

16

173

2889

34403

378043

415524

20117

1800

300

20

5

中奖情况
开奖号码 4 7 8 6 2 8 7

全国销售量：14235212元，13710794.7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 2020年 9月 29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应派奖金合计
（元）
0

321872

311400

866700

688060

1890215

4078247

英格兰足总杯决赛明晨在温
布利球场打响，由切尔西与阿森纳
上演伦敦德比。 此役的结果对阿森
纳关系重大：夺冠即可取得征战欧
联杯资格，避免与下赛季欧战无缘
的尴尬。 切尔西虽已晋级欧冠，但
主教练兰帕德如在执教切尔西的
首个赛季就能捧回足总杯，那么也
是无比荣耀； 加上年轻球员较多，
无染指足总杯的经历，因而对胜利
的渴望不会比阿森纳低。 此战与在
欧冠淘汰赛对阵拜仁慕尼黑一役
相距七天， 切尔西并无后顾之忧，
可以倾力一搏。

双方近 13次交锋 4胜 5平 4
负，谁都占不到便宜；不过近3次
交锋，切尔西2胜1平保持不败，近
况似乎更好一些。 阿森纳历史上
共13次夺得足总杯，切尔西只有8
次。

阿森纳英超排名第八，比切尔
西低四位，积分也少10分。 从本赛
季的表现来看，切尔西在阿森纳之
上，但双方实力差距并不大。 特别
是足总杯决赛一场定输赢，比赛的
偶然性较大。况且阿森纳近来与强
队交手表现不差，在足总杯半决赛
就以2比0击败曼城， 此前还在英
超以2比1击败新科冠军利物浦。

本赛季， 阿森纳主场强客场
弱， 主场战绩10胜6平3负， 客场
是4胜8平7负；但足总杯决赛在中
立场地，避开了主强客弱的问题。
明晨的决赛， 切尔西要想90分钟
击败阿森纳恐怕不易， 双方90分
钟战平再打加时赛的可能性较
大。 羊城晚报记者 徐扬扬

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
苏荇报道：2020赛季斯诺克世
锦赛首个比赛日今晨结束，卫
冕冠军特鲁姆普率先晋级 16
强， 中国选手丁俊晖面对北爱
尔兰老将马克·金，首轮就轰出
单杆破百， 带着一局优势进入
第二阶段比赛。

本届世锦赛， 丁俊晖陷入
“死亡之组”， 同区的八名选手
包括三位世界冠军奥沙利文、
马克·威廉姆斯和宾汉姆。 丁俊
晖的首轮对手实力稍弱， 过去
五次交手均取得胜利。

世锦赛首轮采取19局10胜
制，分两阶段进行。 丁俊晖开局
就展现出超强的手感， 打出单

杆104分先下一城，并以3比1结
束上半场。 下半场风云突变，丁
俊晖在攻防选择上出现失误，
被对手逐渐追分，马克·金更在
第七局打出个人职业生涯少有
的破百。 第一阶段最后一局，丁
俊晖果断上手打出单杆98分，
在形势急转直下时， 带着微弱
优势以5比4结束第一阶段的争
夺。 第二阶段比赛将在今天21
时30分进行。

赛前， 丁俊晖认为世界排
名第一的特鲁姆普是夺冠大热
门。 今晨，特鲁姆普果然毫无悬
念地战胜汤姆·福德， 率先晋
级， 同时在第15局完成个人单
赛季百杆破百的壮举。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郝浩宇
报道：CBA季后赛首轮的前两
场比赛昨晚结束， 常规赛排名
第12的福建队成功上演“下克
上”好戏 ，以132比119战胜排
名第五的广厦队； 而青岛队则
在齐鲁德比中以 129比 120击
败山东队， 福建队和青岛队晋
级八强。

季后赛上半区两场1/4对
阵随之产生： 常规赛冠军广东
队迎战青岛队的挑战； 而上演
“黑12奇迹”的福建队将面对北
京队。

福建队在季后赛球队中排
名最低， 昨晚挑战广厦队占据
场上主动， 比赛节奏一直把控
在其手中， 主将王哲林和外援
劳森发挥出色， 让广厦队无计
可施。

首节两队平分秋色， 福建
队在次节凭借王哲林的内线优
势逐渐打开缺口， 半场结束时
领先7分。 广厦队虽在孙铭徽的
带领下追赶比分， 但在防守端
实在无法阻挡福建队的进攻。
第四节中段， 福建队始终保持
两位数的领先优势， 广厦队的
心态开始出现问题： 希望通过
全场紧逼获得球权， 但福建队
三传两倒就把球送到前场并轻
松得分。

广厦队主将孙铭徽如孤胆
英雄，一个人挑起全队的进攻大
梁， 全场砍下45分、9次助攻，但
还是没能帮助球队收获胜利。尽
管孙铭徽超越林志杰，成为广厦
队历史上单场得分最高的本土
球员， 而45分也是CBA现役本
土球员在季后赛的第二高得分。
不过如此豪华的数据仍让孙铭

徽失落：“（输球） 主要是因为没
有限制住对方的重点人，在休赛
期我会更加努力。 ”

孙铭徽所说的“重点人”就
是福建队的王哲林和劳森。 王
哲林几乎统治了内线， 拿下了
27分、13个篮板。 劳森更是尽显
超级外援的本色， 几乎打满全
场，拿到37分，还有17次助攻。

齐鲁德比的战况则相当胶
着。 青岛队在常规赛排第八，山
东队排第九， 两队实力相当接
近。两队昨晚奉献了一场精彩的
较量， 从始至终比分都没被拉
开，青岛队凭借更高效的进攻和
分散的火力点笑到了最后。

尽管山东队的张庆鹏和巩
汉林分别拿到37分和33分，但
团队实力更胜一筹的青岛队还
是获得胜利。全场比赛，青岛队
共有7人得分上双，广东队在下
轮面对青岛队时应注意对手火
力点分散的特点。

比赛结束后，39岁的老将
张庆鹏在更衣室掩面而泣。 他
创造了职业生涯的季后赛得分
新高， 而这也很可能是他的最
后一场CBA比赛。 赛后， 张庆
鹏谈到退役的话题时表示：“我
今后不会离开篮球， 这是我的
选择，希望大家给我点时间。 ”

广东队主将易建联也在社
交媒体上表示对张庆鹏的支
持：“一种态度， 在坎坷不平的
20年生涯里面不曾改变，最后，
变成了一种精神。 我把这种精
神看作是一种对篮球的尊重。 ”
在参加过2008北京奥运会的中
国男篮队员中， 至今仍活跃在
CBA赛场上的只剩下阿联、张
庆鹏和孙悦。

CBA季后赛·焦点

齐鲁德比青岛险胜
下轮将对阵广东队，福建队将对阵北京队

足总杯决赛·前瞻

切尔西
难赢阿森纳

斯诺克世锦赛·今晨

丁俊晖开局破百

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刘
毅报道： 法国联赛杯决赛今晨上
演， 巴黎圣日耳曼与里昂在120
分钟内互交白卷，“大巴黎”经点
球决胜以6比5捧杯， 成为法甲、
法国杯、 法国联赛杯、 法国超级
杯的“四冠王”。

法兰西大球场可以容纳8万
人，本场比赛只允许3500名球迷
进场。 本赛季结束后， 法国联赛
杯停办， 因此是“大巴黎” 成为

“五冠王”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们
将于8月13日在欧冠1/4决赛迎
战意甲劲旅亚特兰大。

“大巴黎”中场核心、意大利
国脚维拉蒂赛后表示：“这场比赛
很艰苦， 但捧起奖杯的感觉非常
美妙，我们可以欢庆胜利。 明天开
始为另一场重要比赛做准备。 ”

扑点球，门神立大功
门神纳瓦斯成为“大巴黎”获

胜的功臣， 他在点球大战第六轮
扑出特劳雷的点球， 然后由萨拉
维亚为“大巴黎”罚进制胜点球。

前五轮点球大战， 纳瓦斯多次扑
救判断正确， 虽然没能扑出，但
给对手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 到
第6轮，特劳雷终于扛不住压力。

姆巴佩因伤缺阵， 戴着口罩
在看台上观战。“大巴黎”主帅图
赫尔今晨派出南美三叉戟———内
马尔、 迪马利亚、 伊卡尔迪联袂
登场。 内马尔和迪马利亚表现活
跃， 但中锋伊卡尔迪表现不佳。
第58分钟，图赫尔用边锋萨拉维
亚换下伊卡尔迪， 内马尔被勉为
其难顶到中锋位置。 中锋卡瓦尼
与“大巴黎”的合同已在6月30日
到期， 双方没有达成续签短合同
的协议 。 虽然卡瓦尼常被称为
“吐饼之王”，但现在“大巴黎”应
该有点想念这位赋闲在家的射
手。

法甲因疫情早早宣布提前结
束本赛季，“大巴黎” 将近4个半
月没有正式比赛可踢。 3月5日，
“大巴黎”在法国杯半决赛以5比
1大胜里昂， 姆巴佩上演帽子戏
法。 3月12日，“大巴黎” 在欧冠
1/8决赛次回合主场以2比0完胜

多特蒙德，并以总比分3比2完成
逆转， 内马尔和左后卫贝尔纳特
各入一球， 姆巴佩因身体不适替
补出场。

此后“大巴黎”休整了近4个
半月， 近期开始用热身赛寻找状
态。 7月25日，“大巴黎”迎来久违
的正式比赛， 在法国杯决赛以1
比0小胜圣埃蒂安， 姆巴佩射门
被扑出， 内马尔补射攻入全场唯
一进球。 内马尔进球后不久，姆
巴佩被圣埃蒂安队长佩兰铲伤右
脚踝， 这位法国天才前锋今晨无
法参赛。

今晨的比赛，“大巴黎” 锻炼
了打硬仗的能力， 可继续有球员
受伤。 伊卡尔迪、 司职中卫的队
长席尔瓦、 边后卫库尔扎瓦都因
腿部肌肉不适而被换下。

战里昂，尤文得小心
里昂今晨表现出法甲传统豪

门的底蕴：在射门次数上以15比
11领先。

8月8日， 里昂将在欧冠1/8

决赛次回合客场挑战尤文图斯，
里昂首回合在主场以1比0小胜。
里昂上一场正式比赛是3月9日
的法甲联赛，距今将近5个月。 全
队结束休假后，7月初开始利用
热身赛寻找状态， 今晨迎来久违
的正式比赛。

尤文是意甲九连冠得主，里
昂本赛季只获得法甲第七名，反
差看上去有点大。 尤文上赛季实
现意甲八连冠， 正是打破里昂保
持的欧洲五大联赛七连冠的最长
纪录。

里昂主帅加西亚对意甲球队
并不陌生， 他曾在2013年7月到
2016年1月执教意甲劲旅罗马。
尤文在赛季收官阶段的状态并不
理想， 主要攻击手迪巴拉很可能
无法参加对里昂的硬仗。

里昂的状态有较大的不确定
性，3月5日在法国杯半决赛以1
比5惨败于“大巴黎”。 如果里昂
是那时的状态， 尤文应可完
成逆转； 如果里昂是今晨
的状态， 尤文会面临一
场苦战。

法国联赛杯·今晨

“大巴黎”成就四冠王

尤文图斯已提前两轮实现意
甲九连冠， 明晨开始的意甲最后
一轮将揭晓三大悬念： 一是国际
米兰、亚特兰大、拉齐奥的亚军之
争； 二是拉齐奥前锋因莫比莱能
否追平或打破伊瓜因保持的36球
意甲历史最高进球纪录； 三是亚
特兰大能否冲击意甲百球大关。

目前在积分榜， 国米积79分
排名第二， 同积78分的亚特兰大
和拉齐奥分列第三和第四。 亚特
兰大明晨2时45分主场迎战国米

（PP体育视频直播）， 胜者将夺得
意甲亚军。 拉齐奥明晨同一时间
客场挑战意大利杯冠军那不勒斯
（PP体育视频直播）。 如果亚特兰
大和国米分出胜负， 拉齐奥则无
缘亚军；若亚特兰大和国米战平，
同时拉齐奥战胜那不勒斯， 拉齐
奥就可以后来居上夺得亚军。

在意甲射手榜， 因莫比莱以
35球排名第一， 尤文巨星C罗以
31球排名次席。 C罗在理论上还
有追赶因莫比莱的可能， 但尤文

主帅萨里在最后一轮很可能派出
U23阵容， 以备战不久后开始的
欧冠比赛。 因莫比莱只要再进一
球， 即可追平伊瓜因2015-2016
赛季在那不勒斯创下的36球意
甲进球纪录。

对传统豪门国米而言，亚军、
季军还是第四名区别不大。 由于
国米的欧战比赛最先开始， 恐怕
会将重心转向欧联杯赛场。 对于
传统中下游球队亚特兰大来说，
冲击意甲亚军则是千载难逢的好

机会， 况且欧战比赛还有十多天
才开始， 又有冲击意甲百球大关
的诱惑， 因此亚特兰大更值得看
好。 在本赛季意甲攻击力排行
榜， 亚特兰大以98球遥遥领先，
国米以79球排名第二。

那不勒斯和拉齐奥本赛季交
锋两次， 在意甲和意大利杯，两
队分别以1比0击败对手。 那不勒
斯或多或少会考虑对巴塞罗那的
欧冠淘汰赛， 专注度可能不及拉
齐奥。 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

意甲·前瞻 三大悬念将揭晓 亚军之争最激烈

羊城晚报讯 “寻根中国·遇见名
城”2020 第八届中信置业杯中国女子
围棋甲级联赛昨日在山西大同结束第

四轮争夺，广东汕尾励行队发挥出色，以 3 比 0 大
胜上届季军厦门观音山队，收获两连胜。

焦点战在两队主将陈一鸣四段与赵奕斐三段
之间展开。 执黑的陈一鸣祭出老式的“错小目”布
局，开局不久，黑棋就对下方白棋发起攻击。 刻不
容缓间，赵奕斐突然出现失误，被黑棋“征吃”五颗
白子，陈一鸣布局大获成功。 进入中盘角逐，局势
落后的赵奕斐再次在下方挑起战火， 毫不示弱的
陈一鸣“以暴制暴”，双方形成鱼死网破的对杀。混
战中,陈一鸣招法精准，没给对手翻盘机会，最终
把两块白棋斩杀，再次为广东队拔得头筹。

目前，杭州队以四连胜、积8分的成绩单骑领
跑，江苏队、粮忻谷都队、上海队、浙江队、广东队
同积6分，分列第二至第六位。 （葛万里）

棋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