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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广东中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佛山市沧孟管业有限公司特此联合公告通知

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根据广东中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佛山市沧孟管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广东中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
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
债权等从属权利，详见资产清单）依法转让给佛山市沧孟管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沧孟管业有限公司作为资产清单所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资
产清单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佛山市沧孟管业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担保责任。

广东中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沧孟管业有限公司

2021年 11月 26日
附件：资产清单

借款人

佛山市溪
泽贸易有
限公司

债务人/担保人
佛山市晨泽钢材有限公司、广东燕
钢贸易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乐
从镇浩鹏贸易有限公司、佛山市顺
德区恒鹏钢材贸易有限公司、岑祐
能、王艳臣、王碧珊、黎浩鹏、张瑞爱

相对应案号

（2021） 粤
0606 民 初
6397号

原贷款银行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南
海支行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广州浩东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享有的全

部债权及其附属权利，通过《债权转让协议》依法转让给佛山市深发展零零一金
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现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并请立即向佛山市深发展零零一金
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履行还本付息等相关义务。

特此公告
转让人∶广州浩东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受让人：佛山市深发展零零一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受让人联系方式∶0757-83079609

2021年 11月 23日

借款人

佛山市广

印贸易有

限公司

担保人

文惠桥、董均才、项超

婕、浙江永泰纸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截至2020
年5月15日，单位元）

2712700.00

诉讼案号

（2016） 粤

0604 民 初

12522号

执行案号

（2017）粤

0604 执

5830号

遗失声明
英德市望埠镇同心村岩栋张屋经济合
作 社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0120017468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汕头市鼎泰制衣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5860005028001，声明作
废。

公 告
现有冯月初，女，于二〇一三年三

月二十六日死。现陆永强持冯月初生

前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在我证处

立 下 了 编 号 为（2012）粤 广 广 州 第

048660 号《公证书》证明的《遗嘱》向我

处申请办理坐落在广州市海珠南路安

宁里十号房屋的遗嘱继承公证，现公

告，其他利害关系人若持有冯月初其他

公证遗嘱，请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7 个

工作日内，携带遗嘱原件向我处提出，

逾期无人提出，将按照法律规定办理该

遗嘱继承事宜。我处地址：荔湾区浣花

路 103 号东宝花苑 101 室。联系电话：

31024835。

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投资额转让公告
兹有汕头市潮南区坚业针织厂、于

2021年 11月 24日经上述个人独资公司

企业投资人：郑汉坚及家庭成员决定进

行全部投资额转让，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凡拥有上述企业因郑汉坚所持的投

资额设置担保、质押而产生担保权、抵

押权或其他任何第三者权益的单位或

者自然人，或拥有因郑汉坚经手处置上

述企业任何资产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的

单位或者自然人，以及拥有由郑汉坚经

手的以上述企业的名义提供担保、抵押

而产生的拥有担保权、抵押权的单位或

者自然人，在本公告刊登出之日起 90
天内向本企业申报上述债权债务以及

上述的担保权、抵押权或其他任何第三

者权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与卢鉴煊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汪学钢、詹永国：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已经从卢鉴煊处受让了卢鉴煊

在（2016）粤 0307民初 15909号民事判决书下对你的债权中的 1230654.73元部分，

现特以公告方式通知你，敬请立即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

司履行上述 1230654.73元的债务。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卢鉴煊

二〇二一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

《新建珠海至肇庆高铁高明至肇庆东段DK0+000～DK2+
668.710段站前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对《新建珠海至肇庆高铁高明至肇庆东

段 DK0+000～DK2+668.710 段站前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公

示，望公众提出环境保护建议。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获

取途径：http://www.grci.com.cn/；二、征求意见范围：评价范围内居民、单位等；三、

反馈方式和途径：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完整后通过传真、信函、邮件等向建设单

位或环评机构提出。四、联系方式：建设单位：广东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王工，020-61869333-8168；环评机构：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刘

工，027-51184687、027-51155977（传真）、550161031@qq.com（邮箱）。

清算公告
广东中英广清医疗健康城投资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1802MA4UNCDW47，股东会决定，
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请
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
内，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逾
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
后，本公司将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联系人：韩先生，电话：
13822180028

清算公告
广州涵氏婴童用品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终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
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向公
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特此公
告。

遗失声明
凌 康 兰 遗 失 医 师 资 格 证 ，编 码 ：
201744210440883198809022689，签 发 日
期：2017年 11月 06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黄伟海遗失由广州市耀中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 1912、1913 单元
管 理 费 押 金 收 款 收 据 1 张 ，号 码
0050561，金额 9047.92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龙川县价格协会遗失开户许
可 证, 核 准 号:J5982000076002, 账 号:
2006002909020109270,开户行:中国工商
银行龙川县支行,声明作废。

广州华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广东省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委托，我公司定

于 2021年 12月 1日上午 10:30在广州市越秀区环

市东路 339号广州中心皇冠假日酒店水晶 1厅举

办“陈年普洱茶”专场拍卖会，公开拍卖：

普洱茶共68项（122饼），保证金：10万元。

有意竞买者，须于 2021年 12月 1日拍卖会开

始前将保证金转入我公司帐户（户名：广州华艺国

际拍卖有限公司，帐号：3602 0005 1920 0222 007，
开户行：工行广州第二支行），并于拍卖会开始前

携带有效划款凭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办理相关竞买登记手续。

标的展示时间：2021 年 11 月 29 日、30 日（提

前预约）

联系方式：朱先生 13660868553
公司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湖路 125号

减资公告:阳江市长华文化旅游开发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41723MA52QX050H，经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0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 100 万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办理相关
手续，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本公司
将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减资公告
可思童教育发展（肇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41202MA534A9724）
经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资本从 100 万
元减至 5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逾期
不申报视为放弃，公司将申请变更登
记。

遗失声明
番禺公安分局民警刘少惠不慎遗失人
民警察证，警号：0187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诚曼服饰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
章一枚，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海丰县宝雅珠宝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521680619885L，遗
失公章一枚，庄展文私章一枚，庄旻蓉私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炜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风云四号02批气象卫星地面应用系统工程环境
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风云四号 02 批气象卫星地面应用系统工程在现有站址内建设，不新增征
地。主要建设内容为技术系统、大型试验、配套设施和保障系统。建设地点包括
北京站、广州站、乌鲁木齐站、喀什站、佳木斯站、乌兰察布站、腾冲站、稻城站、西
安站。其中北京站、广州站、喀什站、佳木斯站、乌兰察布站、腾冲站配置卫星天
线；喀什站、佳木斯站、稻城站建设激光站；乌鲁木齐站通讯电缆升级改造等，西
安站配置数据软件系统。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现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一）网络链接：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网站 http://www.nsmc.org.cn/ （二）公众
可前往如下单位查阅纸质报告书：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
村南大街 46 号；联系电话：010-58993587） 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九棵树 145号；联系电话：010-51674729）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环境

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可提出宝贵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nsmc.org.cn/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若有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请填写附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将填写
好的表格按如下方式邮寄或邮件至建设单位和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收件人：王工；电话：010-58993587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46号；邮编：100081
邮箱：ywang@cma.gov.cn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机构名称：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
联系人：颜工 ；电话：010-51674729；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九棵树 145号；
邮编：100049 电子邮箱:xiulingyan@163.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公告发布日期起十个工作日内。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公 告
广东金粤建设有限公司：

本庭已受理王家国与你单位的劳
动争议一案（东劳人仲院松山湖庭收
字 [2021]596 号），申请人王家国请求裁
决你公司支付工伤待遇等款项。因无
法联系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
的规定，现以公告形式送达应诉通知
书和开庭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0日内。本庭定
于 2022 年 2 月 17 日 14：00 在东莞市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松山湖仲裁庭（地
址：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礼 宾 路 市 民 中 心 一 楼 ，电 话 ：0769-
22892061）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
庭审，否则本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本庭组成人员：仲裁员 孙章宾；
书记员 梁柏文。
特此公告。

东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松山湖仲裁庭
2021年 11月 26日

减资声明
本公司，经股东会研究决定，拟将

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 100万元减至 3万

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天内，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如在规定期限内未行使上述权利，本公

司将依照法定程序减少注册资本。特

此声明。联系电话：15113938806
汕头市十八变化妆品有限公司

2021年 11月 23日

遗失声明：广州威达仕厨房设备制造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101596185551C）遗失发票专用章
一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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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咨询、、投诉电话投诉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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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号丰兴广场B座 1110 室锦洪广告

据新华社北京电 日前，北
京市冬奥示范助残社会组织的
50 多名代表受邀在国家体育馆
举行了冬残奥会倒计时 100 天
快闪活动。

19名来自北京通州区运河星
志愿者服务队的残友和家属组成
打击乐队，演绎了《北京欢迎你（冬
奥版）》。19名成员包括4名儿童，
其中最小的年仅5岁。

另外一组表演者由30位轮椅

模特组成，他们来自北京市朝阳区
望京李楠社会工作事务所和北京
市肢残人协会轮椅模特队。这群
特殊的朋友在《听北京说你好》的
背景音乐中完成演出，表达出他们
积极乐观的阳光心态。

通州区运河星志愿服务队成
立于 2013 年 3 月，注册于 2017 年
10 月，发起人为重度自闭症儿童
母亲，团队大部分成员来自困境家
庭和残疾家庭。

冬残奥会举行快闪活动

亮话
体坛

乒乓球
神奇在哪里？

2021 年世乒赛正在美国
休斯敦举行，混双赛事中的两
对 中 美 跨 国 组 合 引 人 关 注 。
中国选手林高远、王曼昱，分
别和美国队选手张安、卡纳克
搭档出战。

今年是“乒乓外交”50 周
年，休斯敦世乒赛为此举行了
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其中既包
括“跨国组合”，还有开幕当晚
中美乒协联合举行的庆祝仪
式。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致
辞中说：“我很想让所有人都
知道乒乓球，知道像这样看似
边缘性的事件，可以对增进国
际理解和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
和平作出多么大的贡献。”

50 年前的“乒乓外交”源
自一场偶然。在 1971 年举行
的名古屋世乒赛上，19 岁的美
国乒乓队员科恩急匆匆地跳
上大巴欲前往赛场，而那辆车
上坐满了中国乒乓国手，短暂
的“搭错车”的尴尬被迅速打
破，双方运动员进行了轻松友
好的交流。当大巴抵达赛地
时，科恩下车后说：“中国人非
常友好，如果他们邀请我，我
愿意去中国。”这次偶遇成为
契机，促成了几天之后美国乒
乓球代表团的访华之行，直径
3 厘米的小小乒乓球，开始了
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进程。

本届休斯敦世乒赛，刚当
选国际乒联执行副主席的刘
国梁说：“我们一直在思考，

‘乒乓外交’50 年后的今天，我
们如何在前辈夯实的中美友
谊的基础上，再深一步地通过
体育赛事、体育活动、民间活
动来增进两国的友谊。”

在本次中美混双配对之
前，国乒已在世乒赛上尝试过
多次跨协会组合，2015 年在苏
州、2017 年在杜塞尔多夫，中
国乒协都促成过跨协会配对，
许昕/梁夏银这对中韩组合还
夺得了 2015 年世乒赛的混双
冠军。而国际乒联从 2014 年
开始允许双打项目跨协会组
合，也正是来自中国乒协的提
议。中国乒协同时不断着力
推动乒乓球运动在更多国家
和地区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人
爱上了这项运动。

乒乓球之所以能够成为
“国球”，中国选手的成绩出色
固然是重要因素之一，但乒乓
运动的一些特质也贡献不小
——比赛场地较小，更便于沟
通和反馈，在斗智斗勇的同时，
也是增进相互了解、相互尊重
的过程。也许，这正是乒乓球
在场面上你来我往，看得观众
大呼过瘾，然而这样密集的“过
招”却很少出现其他一些项目
中常见的“火药味”的原因。能
够在呈现很高的技巧性和对抗
性的同时，又兼具亲切居家的
感觉，这是乒乓球的一大妙处。

70 多天后，冬奥盛会将在
北京拉开帷幕，届时，体育将
进一步展现温煦而又强大的
力量。体育是全人类共同的
语言，也是和平友谊的桥梁，
而乒乓球正是其中最易懂、最
稳固的一种。在新中国成立
初期，以乒乓球为代表的中国
体育为拓宽国际交流渠道、改
善国际关系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如今依然是帮助彼此输出
善意、合作共赢的触媒。

羊城晚报记者 赵亮晨

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刘毅
报道：德国名帅克洛普、图赫尔在
英超干得风生水起，分别带领利物
浦、切尔西夺得欧冠冠军，曼联准
备有样学样，聘请 63 岁的德国教
头朗尼克担任临时主帅。据今晨
最新消息，双方谈判取得明显进
展，已经达成初步协议，他即将辞
去俄超俱乐部莫斯科火车头的体
育和发展总监职务。

因为时间太紧，朗尼克赶不上
11月 29日曼联客场挑战切尔西的
英超豪门对决，无法上演德国主帅
德比，届时指挥比赛的还是临时主
帅卡里克。

曼联解雇索尔斯克亚后，明确
表示新主帅是“临时工”，只会执教
到本赛季结束，到明年夏天再正式
选帅。因此，卡里克目前只是临时
工中的临时工，他上一场比赛带领
曼联在欧冠客场以2比0战胜上赛
季欧联杯决赛对手比利亚雷亚尔。

朗尼克堪称全能选手，既是优

秀教练，又是优秀的体育总监，将
作为临时主帅执教曼联到本赛季
结束。随后两年，朗尼克将转任曼
联俱乐部顾问，为买卖球员出谋划
策。

朗尼克在德国足坛知名度很
高，曾执教乌尔姆、斯图加特、汉诺
威、沙尔克、霍芬海姆、莱比锡等球
队；曾经带领“升班马”霍芬海姆拿
下德甲半程冠军，率领沙尔克打进
欧冠四强。在担任莱比锡体育总
监期间，朗尼克帮助球队完成从第
四级别联赛升到德甲，然后获得欧
冠入场券的飞跃。2018-2019 赛
季，朗尼克担任莱比锡主帅，带队
夺得德甲季军。

曼联近日面试过前巴塞罗那
主帅巴尔韦德、前多特蒙德主帅法
夫尔，都不是很满意。曼联心目中
的正式主帅人选是现任巴黎圣日
耳曼主帅波切蒂诺，本赛季结束后
再与“大巴黎”交涉，波切蒂诺与

“大巴黎”的合同签到2023年。

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刘毅
报道：欧洲足球俱乐部第三级别赛
事——欧会杯第五轮今晨爆出冷
门：英超劲旅热刺客场以1比2被斯
洛文尼亚球队慕拉绝杀。意大利名
帅孔蒂自11月2日执教热刺以来遭
遇首场败绩，热刺队长凯恩攻入在
孔蒂执教期间的第一个进球。

孔蒂此前带队出战两场英超
和一场欧会杯，在英超一胜一平，
在欧会杯以 3比 2险胜维迪斯，上
赛季英超金靴奖和助攻王双料得
主凯恩三场比赛一球未进。与上
周末以2比1险胜利兹联的英超比
赛相比，孔蒂今晨对首发阵容进行
9人大轮换，只有凯恩和中卫坦甘
加继续首发。

对孔蒂来说，这场失利也许证
明替补球员实力不太够。开场仅
11 分钟，霍尔切特就为慕拉取得
领先。第 31 分钟，热刺边翼卫塞
塞尼翁累积两张黄牌被罚下。为
加强进攻，孔蒂在第 54 分钟换上
孙兴慜和小卢卡斯。第 72 分钟，
小卢卡斯传出好球，凯恩小角度挑
射把比分扳平。慕拉在伤停补时
第 4 分钟完成绝杀——马罗萨劲
射被中卫桑切斯封堵后折射入网。

孔蒂赛后批评了球队的表现：
“这是一场糟糕的失利，我们还有
很多工作需要做。表现不佳不仅
是技战术层面，在精神层面也是如
此，要找回热刺应有的水准还需要
时间。我在过去三周逐渐熟悉情
况，发现问题不简单，热刺现在的

水平确实不太高。”
热刺是一支起伏很大的球队，

前主帅努诺本赛季在英超首轮带
队以 1比 0力克上赛季冠军曼城，
但因对阵曼联以0比3惨败而被炒
了鱿鱼。在努诺执教期间，热刺本
赛季曾在欧会杯主场以5比1大胜
慕拉，凯恩上演帽子戏法。

热刺俱乐部主席列维在引援
方面很吝啬，可是对待主帅很强
势，这些年被炒掉的名帅很多。波
切蒂诺虽然曾在 2018-2019 赛季
带领热刺获得队史第一张欧冠决
赛入场券，但在 2019 年 11月难逃
下课的命运。世界级名帅穆里尼
奥接替波切蒂诺，2021 年 4月，穆
帅被列维解雇。穆帅下课后，29
岁的梅森成为临时主帅，也成为英
超历史上最年轻的主帅。

努诺是实力派教练，本赛季成
为热刺新主帅，还被评为英超8月份
的最佳主帅，最终还是因为高开低
走而被解雇。孔蒂在热刺的日子也
不好过，上周末执教热刺的第一场
英超主场赛事，上半场结束时以0比
1落后利兹联，主场球迷发出嘘声。
虽然孔蒂带队以2比1逆转利兹联，
但今晨吃到执教热刺的首败。

梅森现在是孔蒂的教练组成
员之一，如果孔蒂的帅位有什么闪
失，有机会再次担任临时主帅。列
维在 2013-2014 赛季试过连续炒
掉主帅博阿斯和临时主帅舍伍德，
波切蒂诺成为热刺在那个赛季的
第三任主帅。

英超·今晨

欧会杯·今晨

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
杨楚滢、林本剑报道：昨夜今
晨，2021休斯敦世乒赛进入第
三个比赛日的争夺，国乒主力
王楚钦虽然连续出战混双 32
强赛、男双 32 强赛，仍在男单
赛场以4比 0完胜日本选手户
上隼辅，率先打进男单16强。

王楚钦横扫日本“独苗”

王楚钦竞技状态非常火
爆，前两轮男单比赛连轰 4 比
0横扫对手。今晨在男单比赛
之前，他搭档孙颖莎以 3 比 0
战胜尼日利亚混双组合阿比
奥登/艾德姆，紧接着与樊振
东搭档再以3比 0拿下德国男
双组合弗朗西斯卡/波尔，火
爆状态一路延续到对阵户上

隼辅之战。
首局，王楚钦以 4 比 0 领

先，户上隼辅迅速调整状态连
追 2 分，但王楚钦仍以 11 比 7
强势拿下首局。第二局，户上
隼辅发起多板对攻，但王楚钦
台内控制能力更强，以 12 比
10再下一局，接着以11比5和
11比 4迅速拿下比赛，横扫日
本男单“独苗”。

王楚钦赛后表示：“在这
两场比赛中，在心态上、在对
自我把控上感觉还可以。”王
楚钦此前没有同时出战男单、
男双、混双三项的经验，这次
世乒赛的安排对其而言也是
一种挑战。“在和户上隼辅打
第二局时还是出现了恍惚的
情况。先打混双、男双，再转
换成单打，在思想上、线路上

会受到一些影响，需要自己积
极调整，我觉得也是能做到
的”。

国乒众将在其他战线也高
奏凯歌。林高远/梁靖崑击败
葡萄牙组合蒙特罗/阿波罗尼
亚，顺利晋级男双下一轮。王
曼昱/孙颖莎横扫中国香港组
合朱成竹/吴颖岚，挺进女双
16强。另一对女双组合陈梦、
钱天一则因对手退赛直接晋
级。

中美混双组合亦传来捷
报：林高远/张安以 3比 1逆转
德国组合邱党/米尔特汉姆，
卡纳克/王曼昱以 3 比 0 击败
斯洛伐克组合皮斯特耶/巴拉
佐娃，携手晋级混双16强。

张本智和爆冷“一轮游”

前两个比赛日，日本男单
遭“集团式”狙击，有 4 人出
局。首个比赛日，宇田由矢不
敌德国小将邱党，遭遇一轮
游。第二个比赛日，日本男单
更是接连意外失利，主力队员
丹羽孝希以2比 4不敌奥地利
选手哈贝松，年轻主力森园政
崇不敌香港名将黄镇廷。更
令人诧异的是，张本智和负于
名不见经传的波兰选手迪亚
斯，因此日本男单今晨已全军
覆没。

赛会二号种子张本智和昨
晚不敌迪亚斯，可谓开赛以来
最大的冷门。张本智和是本
次世乒赛男单二号种子，是中
国男单卫冕的最大对手。他
被分在下半区，有非常好的签
位，因为中国男单在下半区只
有周启豪一名选手，且第一轮
就被淘汰，张本智和取得佳绩
甚至是进入男单决赛拥有非
常好的条件。

但张本智和并没有抓住机
会，昨晚面对世界排名第65位
的波兰 26 岁选手迪亚斯时无
谓失误太多。前五局，张本智
和以 3 比 2 领先，但在关键时
刻心态出现问题，多次丢掉关
键分，被对手扳回一局。决胜
局，张本智和以 7 比 5 领先时
突然“短路”，被对手连续追
分，最终以9比11落败。

张本智和赛后承认现在的
状态和实力都处于低谷：“实
话实说，我现在的状态与奥运
会前一样，只是东京奥运会团
体赛表现很好，在奥运会单打
失败的时候我并没有非常惊
讶，现在也是同样的心情。”他
还沮丧地认为，现在遇到谁都
可能输，“在我看来不是对手
怎么样，而是自己的问题，不
管对手是谁，今天可能是这样
的结果，明天可能也是”。

刚过 18 岁生日的张本智
和，近年来成为中国男单的劲
敌，此前战胜过中国男单的三
巨头马龙、樊振东和许昕，在
东京奥运会周期内被中国男
队视为头号对手。不过在东
京奥运会上，拥有主场之利的
张本智和在 16 进 8 的男单比
赛中，被名不见经传的斯洛文
尼亚“黑马”达科淘汰，当时也
是战满 7 局，比赛过程与昨夜
一役十分相似，张本智和也是
在局分以3比 2领先后被对手
翻盘。

近几年，张本智和在世界
大赛上迅速成长，进步巨大，
但他的技战术打法也逐渐被
对手摸透。在技战术陷入瓶
颈后，张本智和的训练也难有
中国队的高水平环境，障碍了
技战术能力提升；同时，东京
奥运会折戟让这位年少成名
的日本名将备受打击。

凯恩进球难救主
热刺爆冷输弱旅

曼联选帅相中朗尼克

休斯敦世乒赛·今晨

两对中美混双组合携手晋级混双16强

林高远（左）／张安在比赛中交流 新华社发

王楚钦在比赛中回球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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