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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648号

黄勇：
本会已于2021年1月18日受理申请人

刘芙蓉与你方及广西颂明居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
穗仲案字第776号，现定于2021年7月28日
上午9:3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新城
C座13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
年8月17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
2021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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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7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649号

黄远成：
本会已于2021年1月18日受理申请人

刘芙蓉与你方及上海造集互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穗
仲案字第780号，现定于2021年7月28日上
午10:0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新城
C座13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
年8月17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
2021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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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7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650号

黄远成：
本会已于2021年1月18日受理申请人

刘芙蓉与你方及广东世阳物流有限公司关于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穗仲案字
第781号，现定于2021年7月28日上午10:
3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新城C座
13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8
月17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
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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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7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647号

胡勇：
本会已于2021年2月19日受理申请人

崔建新与你方及广州铂锦坊贸易有限公司关
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穗仲案
字第2085号，现定于 2021年7月19日下午
15:0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新城C
座13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
年8月13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
2021年8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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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7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651号

黄远成：
本会已于2021年1月18日受理申请人

刘芙蓉与你方及上海运桐物流有限公司关于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穗仲案字
第782号，现定于2021年7月28日上午11:
0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新城C座
13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8
月17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
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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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7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652号

莫联法：
本会已于2021年1月18日受理申请人

刘芙蓉与你方及东莞市怡碧电子商务科技有
限公司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1）穗仲案字第783号，现定于2021年7
月28日上午11:3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
江湾新城C座13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
庭于2021年8月17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
的时间为2021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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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7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653号

许宗寿：
本会已于2021年1月18日受理申请人

邵玉林与你方及广州盛璟轩商贸有限公司关
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穗仲案
字第787号，现定于2021年 7月 28日下午
14:0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新城C
座13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
年8月17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
2021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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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7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654号

聂灿华：
本会已于2021年1月18日受理申请人

刘芙蓉与你方关于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为（2021）穗仲案字第788号，现定于2021年
7月28日下午14:3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
号江湾新城C座13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
裁庭于2021年8月17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
书的时间为2021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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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7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655号

聂灿华：
本会已于2021年1月18日受理申请人

刘玉仁与你方关于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为（2021）穗仲案字第789号，现定于2021年
7月28日下午15:0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
号江湾新城C座13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
裁庭于2021年8月17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
书的时间为2021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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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7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657号

黄远成：
本会已于2021年1月26日受理申请人

王逊与你方及宁波远成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关
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穗仲案
字第1237号，现定于2021年7月28日下午
16:0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新城C
座13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
年8月17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
2021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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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7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659号

方志媚：
本会已于2020年3月18日受理申请人

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你方关于物
业管理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案
字第3299号，现定于2021年7月19日下午
3:3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大酒店C
座13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
年8月19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
2021年8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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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7日

1983年2月3日出
生于重庆。6岁学棋，
1995年6月入段并入选
国家少年队，2006年升
为九段。

主要成就：第17届
至第21届中国围棋天
元战实现五连霸；第
17届至第20届中国围
棋 名 人 战 实 现 四 连
霸；2006年4月获第10
届LG杯世界围棋赛冠
军；2007年3月获第六
届春兰杯世界围棋赛
冠军；2008年7月获第
21届富士通杯世界围
棋赛冠军；2009年1月
获第四届丰田杯世界
围棋赛冠军；2009年2
月获第13届LG杯世界
围棋赛冠军；2009年5
月获第一届BC信用卡
杯世界围棋赛冠军；
2010年12月获第十五
届三星杯世界围棋赛
冠军；2015年6月获第
10届春兰杯世界围棋
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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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国围棋史册，迄今为止，来自
重庆的古力九段仍以八夺世界冠军的成
绩，保持着中国围棋手夺得世界冠军最多
的纪录。随着年龄的增长，曾是中国围棋
“虎字辈”领军人物的古力近年渐渐淡出
一线。日前，他以教练的身份带领重庆队
来深圳参加“龙华杯”围棋邀请赛。虽说
身份已发生了转变，但古力标志性的短发
发型依然给人很阳光的感觉。他在接受
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时，富有磁性的嗓音
和不时发出的爽朗笑声，让房间里的空气
仿佛也受到感染，充满了热度。

古力大器早成，12岁便成功
定段并进入国家少年队，从此长
期居住在北京，参加国家队的日
常训练和比赛。今年，他的“背
井离乡”的生活终于要画上句号
了。

“今年我已经不在国家队挂
名了。因为家人都在重庆，我的
工作重心都转移到重庆了，我现
在的主要身份就是教练。”古力在
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前，首先
很明确地表示已经不再是棋手，
目前的主要工作就是致力于重庆
的围棋推广。

“我希望平常能多去和社会
各界人士接触，听听大家对围棋
的看法，也摸清他们的想法，希
望从中能寻找到更多的、有情怀
的企业家和领导来支持围棋。”
古力说，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原
因，重庆队已经两年没有赞助
了。为了这件事，他现在在重庆
到处奔波，急需找到一个新的能
解决困难的路子和方法，“也许
是企业对围甲这个品牌的价值
还处于一种观望状态吧，也可能

是因为以前的赞助商对现在的
这种做法模式不是太认可，重庆
队一直都没能拉到赞助，让我们
目前处于挺尴尬的境地。”

创办于 1999 年的中国围棋
甲级联赛，至今虽然已经走过20
多个年头，但古力认为，以前那
种赞助模式只是属于“情怀式”
的，应该不可长期持续。

“所以我要先去摸个底，需
要去挖掘一下。现在很多人对
围棋的看法是很不同的，有不少
人都以为围棋很高雅，可望而不
可即，因此如何把它（围棋）这个
阳春白雪去除，让更多的人去接
受，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这是
一个很难的课题。由于以前这
个事情主要都是非专业性的人
去做，虽然他们在营销方面也许
还行，但在专业性方面肯定还是
有欠缺的。所以我在想，希望能
借助自己在专业方面的优势，再
吸纳一些营销推广方面的人才，
组成一个团队，看能不能捉摸出
一条让重庆围棋可以持续发展
的路子来。”

柯洁是目前中国围棋“第一
人”，正处于巅峰时期，却在2月
举行的第 25 届 LG 杯世界棋王
战决赛中大热倒灶，负于韩国棋
手申旻埈，痛失冠军。赛后有不
少棋迷认为，这是因为柯洁不够
专心，不应该在职业生涯的“黄
金时间”跑去清华大学念书。对
此质疑，古力说“这个问题还得
要怎么去看”。

古力认为，柯洁的确很有
天赋是一位天才棋手。但不管
一个棋手再怎么厉害，他的后
面还会出现更厉害的棋手，因
此棋手到了巅峰后期都会寻
求多元化发展。“我估计吧，柯
洁之后的统治力，其趋势会随
着 竞 争 对 手 越 来 越 多 而 下
降。柯洁也许在想，万一在巅
峰期保持不了多久，那他肯定
会想是不是要多一条路子。就
跟下棋一样，多一个选择总是
好的嘛！从柯洁个人来说，他
首先觉得（读书）一不会影响训
练，二毕竟多一条路子就会多
一种选择。当然，这只是我的
猜想哈”。

2015年，古力也曾进入清华
大学攻读历史本科。四年后顺

利毕业，并在社交平台发表感
言：“四年弹指一瞬间，此刻讲不
出再见，说不出道别。感谢各位
老师同学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才使我最终能顺利地完成学
业！人生即将踏上新的旅程，愿
自己默默努力，不忘初心。”作为
过来人，古力很肯定地表示，棋
手成绩的好坏与上不上大学并
没多大关系，关键还是要看他的
用心。

“也许他通过上学还有可能
会调整好自己的心理状态，这个
我觉得要看个人。有的人是需
要苦练的，比如一天苦练 15 个
小时，他觉得苦练会有用。但
有的人，他觉得一天训练五个
小时就够了，接触一些棋外的
东西也许还会开拓自己的思
路。就比如柯洁，假如是他的
成绩更好了，你恐怕又会说读
书很有用啊！所以这个东西的
确不好说。你看江维杰，他现
在的成绩比读书前还好了，按
理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竞技状态
会持续下降的，但江维杰上大学
后的成绩反而比以前好了，这个
你又怎么来评价呀？！”古力提高
了嗓门笑着说。

毋庸置疑，在围棋竞技上
已达到世界顶尖水平的古力，
对围棋的理解和认识是常人
所不及的。尽管他一再谦虚
强调，对如何推广围棋还在摸
索，但其实心中早已有很多构
想，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看怎
样去落地了。

古力告诉记者，目前面临
的困境有两方面：一是重庆围
棋协会还在筹办之中；二是围
甲还没能拉到赞助。“其实赞
助这块有了，有些模式我就可
以开始推演了。比如重庆队的
围甲主场比赛，就可以请网红
来为我们进行直播，有些赛事
活动我们还可以放在解放碑
下 、放 在 朝 天 门 的 来 福 士 广
场、放在江北嘴的重庆大剧院
进 行 ，这 些 都 是 可 以 尝 试 的
呀！围棋和足球不一样，足球
比赛会受制于场地的影响，但
围棋比赛场地可以不受限制，
就像电竞（电子竞技），可以搭
一间玻璃房进行比赛，让观众
可以在外面围观。另外，现在
也许还有很多人看不懂围棋，

但我们可以请一些名流来现场
讲棋，大家一看是明星来了，
可能就会驻足观看。这些我觉
得都是一种思路，就看怎么去
把它落实了。”

提及围甲联赛，古力似乎意
犹未尽，他侧着头思索了一下，
又语速飞快地说出内心的想法：

“围甲已经搞了20多年，现在回
过头来看，在宣传这方面也许还
应该要做得更好。但怎样把它
的宣传扩大化，让更多的人不仅
知道围棋对开发智力有帮助，还
是一项挺有意思的运动，这些工
作要想做起来做得好，遇到的问
题恐怕还会有不少。我觉得，现
在不是都在提倡行业融合吗？
其实围棋也是可以融合的。比
如和教育融合、和文化融合，当
然还可以和旅游结合，就比如衢
州的烂柯山，我们完全可以把比
赛搞成主题旅游……总之感觉
现在要做的事情有很多，方向也
有很多，但都还不好去落实，确
实还需要协会及有关部门方方
面面的人去推进，单靠个人是很
难做到的。”

作为中国围棋曾经的“领头
羊”，今年才38岁的古力虽说仍
壮志满怀，期望能在新的领域把
中国围棋的发展推向新的高
度。但不可否认，很多棋迷从内
心上也许更希望古力能够继续
坚守，在竞技领域里再创辉煌。

事实上，在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包括中国的聂卫平、日本的
小林光一、武宫正树以及韩国的
曹熏铉等一批超一流棋手，都是
在三十多岁的“黄金年龄”才开
始建功立业，达到职业生涯的巅
峰。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的
职业棋手却普遍呈现早衰现象，
甚至有些成名棋手还不到30岁
便已沦落到要退役的囧境。对
于这种变化，古力认为，这是竞
技化的一个趋势。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的竞
技化趋势，就是促使棋手年轻
化。特别是有了人工智能 AI，
可以帮助棋手大幅度提升对围
棋的理解，可以通过数据为核心
来评判围棋的局面，从而让棋手
做出精准的判断。”古力进一步

解释，“以前我们不是对围棋的
局面总是判断不清吗？老是觉
得双方（形势）都差不多，但现
在有了AI，可以用数据来说话，
就会有更加明确的答案了。现
在的围棋AI我们不能说是完美
的，但相对于人类来说，它已更
加接近于围棋的真谛。所以很
多小朋友借助AI的数据模拟来
训练，进步确实会很快，很快就
能达到很高的水平。我认为，现
在的小孩学棋，只要有悟性肯用
功，学四年或许就能成为专业棋
手，然后再隔三年时间拿世界冠
军，这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既然人工智能的出现，能够
大大加快棋手的成长速度，那为
何又不能对棋手保持竞技状态
从而延长职业生涯起到作用
呢？对于这个问题，古力举了电
竞选手为例予以解释。

古力说，棋手要保持竞技状
态，还涉及专注力的问题：“到
了 25 岁以后，我觉得人的专注
力肯定没有之前时那样专注。
像电竞运动，为什么说电竞选手

只有在很年轻的年龄段才会很
厉害？因为只有在那个年龄段，
选手的灵敏度、协调性还有专注
力，那都是处于最佳状态。当然
对我们棋手来说，相对要求没有
那么高。如果是有自己特点的
棋手，像唐韦星、孟泰龄这样的
棋手，他们也许还能坚持。像我
吧，虽说也算是有特点的，但是
可能大家对我的期望值会更高
一些，所以棋输多了就觉得我
（水平）下降了。”

“那你为什么要考虑退役
呢？”

“如果说要坚持我也是能
坚持的，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
说，现在中国围棋不是缺少持
之以恒的棋手，我觉得需要多
一个能够推广围棋、能够把整
个项目推广传播出去的人，就
像 NBA 的乔丹，如果没有当年
乔丹对 NBA 的推广贡献，NBA
的行业价值恐怕也不会扩大到
全球。”古力回答这个问题时，
语气十分干脆，仿如他的力战
棋风。

谈现状：重心转到重庆

谈构想：请网红来直播
■古力小档案

谈退役：意在推广围棋

谈柯洁：上学多条路子

古力在深圳指导小棋手

八夺世界冠军后从棋手转型为教练八夺世界冠军后从棋手转型为教练，，畅谈今后事业发展蓝图畅谈今后事业发展蓝图 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刘
毅报道：欧冠1/4决赛首回合今
晨上演豪门对决，皇家马德里主
场以 3比 1击败利物浦，复制了
2017-2018 赛季欧冠决赛的比
分，边锋维尼修斯攻入两球。

巴西神锋“铁树开花”

20 岁的维尼修斯不是高产
得分手，甚至长期被看成浪费机
会的“高手”。本赛季西甲前29
轮，维尼修斯只以3个进球排在
射手榜 50名开外，大概每 10次
射门换来一个进球。他的速度、
过人技术和冲击力都很不错，就
是射门不太靠谱。

可维尼修斯又善于在关键
比赛进球，一年前，他在西甲主
场以 2 比 0 战胜巴塞罗那的比
赛首开记录，为皇马最终夺冠立
下大功。今晨，维尼修斯只有4
次射门，两次射正全部进球，被
评为当场最佳球员。自2018年
7月加盟皇马以来，这是维尼修
斯首次梅开二度。

克罗斯在第27分钟送出长
传，维尼修斯胸部停球摆脱中卫
菲利普斯后劲射，敲开国家队队
友阿利松的十指关。克罗斯在
36 分钟再次用长传发动进攻，
利物浦右后卫阿诺德在维尼修
斯的压力之下头球回传失误，阿
森西奥为皇马扩大比分。虽然
萨拉赫在第 51 分钟扳回一球，
但维尼修斯在第65分钟再下一
城。

皇马名宿巴尔达诺赛后盛
赞维尼修斯：“他成为对利物浦
最大的威胁，皇马非常成功地反
复使用长传破坏利物浦的防
线。维尼修斯此前遭遇种种指
责，这次他把所有缺陷都填上
了，成为无可争议的本场最佳。”
另一位皇马名宿米贾托维奇表
示：“维尼修斯两个进球都是巨
星级的。”

中场发挥淋漓尽致

从技术统计看，皇马的胜利
并不是依靠摆大巴加长传反击
换来的，而更像是一场完胜。皇
马射门次数以 16 比 7 领先，射
正次数以7比1领先。

三年前的欧冠决赛，皇马首
发中场是克罗斯、莫德里奇、卡
塞米罗，前锋是C罗、本泽马、伊
斯科，贝尔替补出场攻入两球。
两大豪门今晨再次相遇，皇马首
发中场仍是三位经典中场，依然
发挥得淋漓尽致，克罗斯策动了
前两个进球，莫德里奇为锁定胜
局的进球送上助攻，卡塞米罗在
后腰位置发挥稳定。

“两亿齐飞”的 C 罗和贝尔
早已离开皇马，本泽马的锋线新
搭档维尼修斯、阿森西奥包办三
个进球。如果说 C 罗和贝尔个
人能力超强，与皇马经典中场相
得益彰，现在的皇马前锋对中场
的依赖更强。虽然利物浦门神
阿利松水平远超过三年前的“黄
油手”门将卡里乌斯，但双方还
是复制了三年前的比分。

皇马主帅齐达内赛后表示：
“利物浦整场比赛只有一次射正
就进球了，这有点难以接受，这
就是足球。不过我对小伙子们
的整体表现很满意，克罗斯的传
球仍是顶级的，维尼修斯的速度
不断让对手吃到苦头。”

利物浦还有机会

皇马迎来魔鬼赛程：今晨主
场迎战利物浦后，4月11日要在
西甲第 30 轮主场迎战巴塞罗
那，4月 15日又要在欧冠1/4决
赛次回合客场挑战利物浦。

皇马在西甲和欧冠两条战
线都有夺冠希望，利物浦早已退
出英超冠军争夺，能够更加专注
于欧冠，齐达内和弟子们得小心

“两头不到岸”。
皇马本赛季多次遇弱不强，

如在西甲输给卡迪斯、瓦伦西
亚、阿拉维斯、莱万特，造成目前
在联赛只排名第三，不过只落后
马德里竞技、巴塞罗那 3分和 2
分。在欧冠，皇马主客场被顿涅
茨克矿工“双杀”，可遇上豪门国
际米兰和利物浦时三战全胜。

两年前在欧冠半决赛，利物
浦首回合在客场以 0 比 3 惨败
给巴塞罗那，回到主场以 4比 0
完成超级逆转。利物浦今晨毕
竟取得客场进球，这个“坑”比不
上两年前对阵巴萨，次回合回到
主场还有机会。

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徐
扬扬报道：曼城今晨主场以2比
1 击败多特蒙德，赢得欧冠 1/4
决赛首回合较量。

福登在比赛结束前的一刻
才替曼城完成绝杀，可谓赢得非
常惊险，更重要的是多特收获一
个宝贵的客场进球，次回合较量
悬念仍存，曼城的欧冠争冠之路
仍如履薄冰。

亮出无锋阵的曼城今晨打
出好开局，第9分钟就由福登和
马赫雷斯在左右两侧两次传中
拉开对方防线，由德布劳内抽射
破门。此后，来自罗马尼亚的主
裁判哈特甘开始抢戏，曼城门将
埃德森准备大脚开球，多特小将
贝林厄姆却从其脚下断球后破
门，但被吹犯规在先；由于贝林
厄姆先碰到球，此判罚引发争
议。其实，哈特甘此前就已引发
争议——先是认为埃姆雷·詹在
禁区内踢倒罗德里判罚点球，观
看回放后改判取消点球，却未取

消给埃姆雷·詹的黄牌。
此后双方都曾错失破门良

机：哈兰德在第 48 分钟单刀赴
会，一对一射门却被埃德森封
堵，未能延续自己此前六场欧冠
比赛都进球的记录；福登在第
65 分钟面对大半个空门，却将
球射向对方后卫，未能替曼城扩
大领先优势。

第 84 分钟，哈兰德直塞助
攻，罗伊斯单刀赴会劲射破门，
替多特扳平比分，并终结曼城欧
冠 699 分钟零失球的纪录。曼
城在第90分钟由京多安送出助
攻，福登推射破门绝杀多特。至
此，20岁313天的福登成为打入
欧冠绝杀进球最年轻的英格兰
球员，也是欧冠1/4决赛进球第
三年轻的英格兰球员。

赛后，曼城主教练瓜迪奥拉
表示：“胜利总比平局要好！多
特很强，球员的能力很出色；但
2比 1的比分，让我们下周有很
大的机会（晋级）。”

维尼修斯“双响”
西甲英超豪门对决，皇马首回合主场以3比1

击败利物浦

福登绝杀，曼城险胜多特

维尼修斯庆祝进球 图/视觉中国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葛万里

古力(右)在广州亚运
会对弈韩国李昌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