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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婷世俱杯再添新帮手

天津女排期待有突破

欧罗巴联赛

曼联提前两轮挺进32强

遗失声明
珠海麦克赛尔电子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合同

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万物小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

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伟福汽车配件行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公交信禾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粤C58108遗失道

路运输证IC卡，号码为粤交运管珠字003047356，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鼎通用五金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404076000624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叶金化工原料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4404000000005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兆阳有机农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徐松相（身份证号440724195307216417）遗失《珠

海市三灶管理区黄金广场铺位购买合同》一份（编号
0000733）、《珠海市金海岸黄金商业广场铺位分配卡》一
份（编号0002466）、珠海经济特区西部华侨住宅建设公
司收据一份（编号为003352）原件，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华锐通澳旅运有限公司粤ZAS65澳遗失道路

运输证IC卡，号码为粤交运管珠字002097546号，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湾仔友之田海鲜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404086000910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银邦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抵扣联、发票联）1份，发票代码4400192130发票号码
51998898，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拱北水质净化厂遗失已

填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1份，发票代码：
4400192130，号码：31924255，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
声明。

肖英万遗失船员专业训练合格证书，编号：Z09-
46301084，声明作废。

个 人 证 件 遗 失 声 明

权威发布
收费标准：标题100元，内容6元/字；个人证件：100元/证
（50字内）。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遗 失 声 明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医院
收治一名无名女性，年龄约
30岁，于2018年11月21日
死亡，诊断：1、多脏器功能衰
竭，2、重度精神发育迟缓。
认领事宜请与珠海市殡仪馆
联系，本公告见报后仍无人
认领该遗体，将由公安部门
按规定予以处理。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医院
2019年11月7日

无名遗体认领公告

1、2019年7月27日，在我市高栏港经济区青洲岛蚝排发生一具男性
浮尸，尸首完整，尸体经海水浸泡有一定的腐烂程度。身长约172厘米，年
龄在30~50岁。上身为黑色长袖衬衣，下身为黑色长裤，穿黑色板鞋。

2、2019年9月7日，在我市高栏经济区东大堤处发现一具男性浮尸，
尸首完整，尸体经海水浸泡有一定的腐烂程度。上身为褐色T恤，下身为
深蓝色牛仔裤，穿白色板鞋。

如有知情者请联系高栏港派出所陈警官（0756-7269999）
珠海市公安局高栏港派出所

2019年11月7日

认尸启事

新华社杭州11月8日电 国
际排联北京时间7日晚公布了
2019年女排世俱杯各支球队参
赛名单，其中张常宁、袁心玥、龚
翔宇和王梦洁将代表天津渤海银
行女排征战世俱杯，与“世界第一
主攻”朱婷一起向世俱杯冠军发
起冲击。

作为国内女排联赛当之无愧
的“霸主”，天津渤海银行女排在
新赛季出征仪式上喊出了“冲击
联赛第12冠、世俱杯上有突破”
的赛季目标，而她们的底气则源
自球队新赛季的招兵买马。在拥
有姚迪、李盈莹、王媛媛三名国手
的基础上，球队新赛季成功将朱
婷招致麾下。

在谈及世俱杯时，天津女排
主教练陈友泉表示：“世俱杯上都
是世界上超一流的队伍，我们会
珍惜这次学习、提高、展示的机
会，也会争取在世俱杯上取得成
绩上的新突破。”

朱婷的加盟，再加上张常宁、
袁心玥、龚翔宇和王梦洁在世俱
杯期间的临时转会，天津女排出
战世俱杯的阵容堪称豪华。作为
世俱杯期间的队长，朱婷也将向
着自己的第三座女排世俱杯
MVP进发。

以俱乐部为参赛单位的女排
世俱杯，是国际排坛最具影响力
的赛事之一。2019女排世俱杯8
支参赛队伍分别来自欧洲、亚洲
和南美洲，其中中国将有2支队
伍参赛。8支队伍分为两个小组
进行循环赛，小组前两名进入淘
汰赛。

根据此前组委会公布的小
组赛分组情况，另一支中国球队
广东恒大女排与意大利女排联
赛冠军科内利亚诺队、南美联赛
冠军米纳斯队和曾经两夺世俱
杯冠军的土耳其豪门伊萨奇巴
希队同处A组。天津女排和上
届世俱杯冠军瓦基弗银行、欧冠
冠军诺瓦拉队以及上赛季巴西
排球超级联赛冠军海滩女排同
处B组。

本报讯 2019年女排世俱杯将在
中国浙江举办，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
将会派出两支球队参赛，一支是中国排
超联赛11冠王天津女排，而另一支是
广州恒大女排。由于朱婷加盟了天津
女排，球队整体实力提升了一个级别，
主教练陈友泉也是对球队充满信心，表
示球队会争取在女排世俱杯上取得好
成绩，争取有新的突破，为天津争光。

回顾中国球队在女排世俱杯的表
现，成绩并不理想，最好成绩是在
2013年的女排世俱杯，当时，郎平指
导带领广州恒大女排参赛，为了球队
能够取得好成绩，球队是云集了惠若
琪、徐云丽、杨珺菁、沈静思、朱婷等一
批中国女排当红国手，最终是拿到了

第三名的好成绩。从此之后，中国
女排球队在女排世俱杯成绩并不想
理，始终是与冠军无缘。

11月 7日天津女排公布参加
女排世俱杯的大名单，天津女排又
得到了中国女排四大核心国手加
盟，她们分别是江苏女排第一主攻
张常宁，国内最强接应龚翔宇，八一
女排王牌副攻袁心玥，还有山东女
排王牌自由人王梦洁。由此一来，
天津女排将组成了一支有朱婷、李
盈莹、姚迪、王媛媛、袁心玥、张常
宁、龚翔宇、王梦洁等八大中国女排
国家队球员，这样的阵容，完全可以
说就是中国女排国家队。

此外，天津女排还有一名外援胡

克尔，中国女排八大国手+胡克尔，这
样的一支天津女排让人充满了想
象。天津女排组成如此超级豪华球
队，相信只有冠军才能满足她们。

2019年世界女排世俱杯，将在
中国浙江绍兴举行，比赛时间为
2019年12月3日至8日，参加的球
队一共有八支，将分为两个小组，A
组球队有广东恒大女排、伊萨奇巴希
女排、科内利亚诺女排和米纳斯。B
组球队有天津女排、瓦基弗银行女
排、诺瓦拉女排、海滩女排。值得一
提的是瓦基弗银行女排还是朱婷的
老东家，在去年，朱婷帮助瓦基弗银
行女排在世俱杯上夺冠，并且，荣获
了女排世俱杯的MVP。 （林可）

8大国手+1名外援

天津女排组超豪华球队征战世俱杯

北京时间7日晚，第五届世界
反兴奋剂大会在波兰举行，中国短
道速滑奥运冠军杨扬为新一任世界
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这位中国首
枚冬季奥运金牌得主，退役后在清
华大学读过书，担任过两届国际奥
委会委员，如今她有了新的身份。

杨扬作为新一任世界反兴奋剂
机构副主席的任期为3年，明年1
月1日正式就职。杨扬接受采访时
表示，她的当选是国际社会对中国
反兴奋剂工作成就的肯定。

杨扬是中国首位冬奥会冠军，
2002年，杨扬在盐湖城冬奥会短道
速滑女子500米比赛中夺冠，为中
国取得冬奥金牌“零的突破”。在她
23年运动生涯里，一共获得过59
个世界冠军，被誉为“冰雪女王”。
2006年8月17日，杨扬选择退役。

退役之后，杨扬并没有闲下来，
而是以新的身份活跃于世界体坛。

2008年杨扬进入北京奥组委
工作，之后接到国际奥委会的提
名。2010年，杨扬当选为国际奥委
会委员。2018年，杨扬完成八年任
期，正式卸任。

杨扬接受采访时曾介绍：“卸任
之后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儿了，但是国
际奥委会巴赫主席又给我发了封信，
希望我继续服务于奥林匹克运动。”

除了出色完成了国际奥委会的
工作，杨扬还为北京冬奥会的申办、
筹备工作出了不少力。2015年 7
月，中国申冬奥代表团出席马来西
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128次
全会，最后一次向国际奥委会介绍
北京的申办情况。

身怀六甲的杨扬作为中国申冬
奥代表团的一员，站在陈述席上，平
静地讲述着她和奥林匹克的情缘。

2017年11月，北京冬奥组委成
立运动员委员会，杨扬当选为主席。

实际上，杨扬这一次当选为世

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也是有迹可
循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主要任务
是协调和监督全球反兴奋剂事务，制
定反兴奋剂条例和一系列标准，指导、
规范各地反兴奋剂工作等。

而在杨扬就任国际奥委会委员期
间，她曾以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委
员身份，参与有关俄罗斯兴奋剂事件
调查。

2005到2013年，她还曾担任世
界反兴奋剂机构运动员委员会委员。
今年5月，杨扬获得世界反兴奋剂机
构副主席提名。

杨扬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
示，当选对她来说是巨大挑战。“领导
这个组织工作是全新的角色。虽然面

对复杂的工作环境，但有国际奥委
会和各个国际体育组织的支持，有
这么多专家支持，我有信心胜任这
份工作。”

杨扬表示，她的当选是国际社会
对中国反兴奋剂工作成就的肯定。

“让我非常骄傲的是，中国近年来在
反兴奋剂工作上取得巨大成就，让国
际社会对中国有信心，能够让中国人
来参与世界反兴奋剂的领导工作。”

这位创造无数荣誉的“冰雪女
王”，在走下赛场后，用新的方式继
续为自己热爱的项目、热爱的国家
做出贡献。不论是什么身份，她都
能漂亮得胜任，优秀的人，果然到哪
里都优秀！ (中新网)

杨扬当选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

中国首位冬奥会冠军为何一直优秀？
据新华社波兰卡托维兹11

月7日电 第五届世界反兴奋剂
大会7日在波兰卡托维兹落幕。
大会恰逢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成立20周年，通过了新
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同时告
别老主席克雷格·里迪，迎来新任
主席和副主席：波兰体育与旅游
部部长维托尔德·班卡和中国前
冬奥会冠军杨扬。

新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经
过两年时间搜集意见和酝酿修
订，于7日世界反兴奋剂大会闭
幕当天获审议通过。该条例将于
2021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这
是WADA第三次修订该条例，
修改内容包括运动员权益、委托
检查、兴奋剂检测实验室、违规处
罚等多个方面。会议还通过了新
修订和起草的7个国际标准，其
中“教育”和“结果管理”是新增的
两项国际标准。

大会期间还进行了换届选
举，波兰体育和旅游部部长、前
400米跑运动员班卡和中国前短
道速滑奥运冠军、北京冬奥组委
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杨扬分别当选
主席和副主席。

班卡表示：“对于即将开启
的这份工作，里迪爵士给我很多
有帮助的提示，让我在准备接任
这一职务时感觉好很多。我希
望接下来建立更多的兴奋剂检
测实验室，更加关注对运动员的
反兴奋剂教育，与相关各方加强
合作，重塑WADA在全世界的
信誉。”

“我希望反兴奋剂行动具有
可持续性，这项工作要覆盖全世
界，没有死角。目前还有一些奥
运奖牌获得者所在的国家和地区
没有反兴奋剂组织或兴奋剂控制
项目，希望明年这样的情况可以
改变。”班卡说。

新主席 新条例
世界反兴奋剂大会闭幕

新华社伦敦11月7日电 曼联
7日凭借3位年轻球员的进球3∶0
送走贝尔格莱德游击队，提前两轮
挺进欧罗巴足球联赛32强。凯尔
特人、巴塞尔、西班牙人和塞维利亚
也确定了淘汰赛资格，终场补时绝
杀对手的狼队则还差一分才能确保
晋级。

“红魔”当日主场作战，近来屡
有高光表现的拉什福德依然活跃。
两次射门不中后，拉什福德第21分
钟的传球撕破对方防线，年仅18岁
的格林伍德接球后摆脱防守球员，
左脚打近角破网。客队并没有因此
气馁，但23岁的马夏尔很快给了他
们又一次打击。第33分钟，曾拿过
欧洲金童奖的法国人依靠个人能力
连过两人，一脚低射破网。

易边再战仅4分钟，马塔的长传
准确找到阿什利·扬，曼联队长回敲
拉什福德，英格兰射手爆射将比分扩
大为3∶0。本赛季欧罗巴联赛开赛
至今，曼联是唯一尚未丢球的队伍。

曼联目前以10分位居L组榜
首，领先当日5∶0大胜阿斯塔纳的
阿尔克马尔2分。

同日，凯尔特人终场补时第五
分钟进球，从而以2∶1逆转击败拉
齐奥，确定从E组突围。塞维利亚
5∶2大胜卢森堡的迪德朗日队，四
连胜确保以A组头名身份出线。
西班牙人主场6∶0横扫保加利亚的

卢多戈雷茨，中国国脚武磊下半场
替补出场但没有进球。

狼队主场面对斯洛伐克的布拉
迪斯拉发队陷入僵局，眼见比赛就
要以0∶0收场，希门尼斯第92分钟
头球将比分改写为1∶0。不过因为
终场补时长达12分钟，狼队足足又
等了10分钟才确定3分到手。漫
长的补时是因为客队的巴伊里奇在
希门尼斯倒钩射门时被踢中倒地，
不得不被担架抬出场。

欧罗巴联赛12个小组的前两
名以及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名
进入32强。

新华社柏林11月7日电 在离
开拜仁慕尼黑帅位十年之后，昔日
的“金色轰炸机”克林斯曼即将重返
德甲联赛，不过这一次他的身份将
不再是教练而是一名“顾问”。

据德国媒体7日报道，克林斯
曼的经纪人确认克林斯曼即将加盟
柏林赫塔，并将在俱乐部的顾问委
员会工作。

现年55岁的克林斯曼在2009
年曾执掌德甲豪门拜仁慕尼黑教
鞭，不过不到一个赛季就离开了帅
位。此后克林斯曼执教美国男足，
2016年与美国足协结束合约后，克
林斯曼一直没有再接受任何与足球
相关的工作。

时隔十年“金色轰炸机”即将重回德甲

克林斯曼将任柏林赫塔顾问

布鲁克斯35+9+6

广东队击败山东队迎来3连胜
本报讯 北京时间11月8日，

2019-2020赛季CBA第3轮继续
展开激战。卫冕冠军广东队坐镇主
场迎战山东队。经过四节比拼，广
东队以126∶110战胜山东队，夺得
新赛季三连胜。

本场比赛，广东队5人得分上
双，布鲁克斯35分9个篮板6次助
攻3次抢断、威姆斯18分12次助攻
6个篮板、易建联17分8个篮板4
个盖帽、任骏飞14分7个篮板2次
抢断、赵睿12分2个篮板2次助攻。

首节，广东队洋枪土炮一齐开
火，打了对手一记21∶0进攻冲击
波，将比分优势一举扩大到了21
分。随后山东队也回敬了广东一波
11∶2的得分小高潮，首节战罢，广
东队31∶17领先山东队14分。

次节，布鲁克斯率先内线得分，
陶汉林篮下回敬2分。哈德森再接
再厉连续飙中3分，山东队趁机打了
13∶4小高潮，将比分差距缩小到只
有5分。两队你来我往。上半场战
罢，广东队61∶56领先山东队5分。

易边再战。山东队一上来就内
外开花，打了一波12∶4进攻小高
潮，将比分反超。在第3节还有3
分12秒时，广东队主教练杜锋被罚
出场。广东队幸亏威姆斯突破上篮

并打成2+1，随即又爆扣得手，帮助
广东重新领先。第三节结束，广东
89∶84领先5分进入末节。

末节，阿联内外开花连续得分，广
东队一上来就打了对手13∶5进攻冲
击波，得分率先上百，一举把差距扩大
到两位数。广东队始终把分差保持在
15分左右。最终，广东126∶110击败
山东，夺得三连胜。 （何方）

阿联高高跃起上篮。

格林伍德庆祝入球。

2015年7月，身怀六甲的杨扬为中国申冬奥陈述。（资料照片）

女排世俱杯，朱婷能否再获MV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