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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声明
珠海瑞泽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注册号：44040020265
45，公司自2021年10月15日起
停止经营，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声
明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
小组申报债权，逾期不报视为放
弃权利，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向
登记机关依法申请注销登记。

遗失声明
珠海市德霖奕泰环境艺术设计

有限公司遗失发票专用章一枚，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潮州市第二建筑安装总公司珠

海分公司遗失业务专用章一枚，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颜璨遗失珠海市五洲花城二期

西区11栋1单元2601房购房收据，
收据号码：5302236，金额叁佰万元，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华图投资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林艳婷不慎将珠海市出租小汽

车营运牌照产权证：珠（牌照）2608
号，有偿牌照号：0659和珠海市出租
小汽车营运牌照产权有偿使用合
同，合同编号：NO:002742号遗失，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湾区创美装饰部遗失

发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宝力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合同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区家一一外带寿司

店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进出口商会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川致行远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遗失法人私章（440494
0021647）一枚，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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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伦敦 10 月 24 日
电 曼联24日在主场遭遇至暗时
刻，主场被利物浦5∶0横扫。埃及
射手萨拉赫独中三元，曼联则有6
人染黄，博格巴更是上场15分钟
即直接领到红牌。

这场在老特拉福德打响的英
超第九轮焦点战第5分钟便迎来
进球。利物浦利用曼联造越位失
误在前场形成以多打少，萨拉赫
中路得球后直塞右路插上的凯
塔，助攻后者破门。6分钟后，曼
联后防再次出现失误，马奎尔在

回防中和队友卢克·肖撞到一起，
客队得球后由若塔铲射将比分改
写为2∶0。

第 38 分钟，萨拉赫禁区前
打门，皮球打到马奎尔身上后
弹到右路，凯塔跟进传中，萨拉
赫中路接应推射破门。此后，
曼联有包括 C 罗在内的 3 名球
员在4分钟内接连领到黄牌，萨
拉赫则再入一球，帮助“红军”
利物浦带着四球领先的优势进
入中场休息。

易边再战仅5分钟，高效的埃

及射手便迎来“戴帽”时刻。亨德
森妙传穿越曼联整条后防线找到
前插的萨拉赫，后者带球杀入禁
区面对门将冷静搓射命中。

曼联已然崩盘，下半场替补
登场的博格巴则明显心态失衡。
他正面飞铲凯塔本来领到黄牌，
但主裁在VAR（视频助理裁判）
介入之后改判红牌，曼联在少一
人应战的情况下苦苦支撑了30多
分钟。

实现大胜的利物浦继续以1
分之差紧追积22分的“领头羊”切

尔西，他们对第三位曼城的领先
优势也是1分。同日1∶0小胜热
刺的西汉姆联以17分暂列第四，
曼联则以14分排名第七。

曼联主帅索尔斯克亚赛后直
言，这是他执教“红魔”以来经历
的最黑暗的一天。“无论是球员
个人，还是作为一个集体，我们
表现都不够好。”但他表示，他们
能做的只有尽快走出阴影，继续
前进。

另外，“升班马”布伦特福德
以1∶2不敌莱斯特城。

英超“双红会”利物浦靠谱
曼联主场0∶5遭利物浦“屠杀”

据新华社阿姆斯特丹10月24
日电 继19日在欧洲冠军足球联赛
中以4∶0大胜德国强队多特蒙德之
后，荷甲劲旅阿贾克斯队24日在荷
甲联赛中以5∶0击败强敌埃因霍温
队。

比赛在阿姆斯特丹的克鲁伊
夫竞技场举行。第19分钟，阿贾
克斯球员伯格休斯接到队长塔迪
奇的传中球，抬脚怒射，足球在打
到对方球员身上后入网。下半场，
阿贾克斯队继续占据主动。塞巴
斯蒂安·哈勒在第56分钟以一记
头球为阿贾克斯队再得一分。第
66分钟，安东尼在队友哈勒助攻
下在球门前近距离射门入网，将比
分改写为3∶0。

第 76 分钟，替补队员戴维·
克拉森为阿贾克斯队踢进第4个
球。随后，塔迪奇在第90分钟接
到队友传球，带球绕过上前争抢
的对方门将，轻松起脚将球踢入
网内，比分定格为 5∶0。这也是
塔迪奇在荷甲联赛中的第100个
进球。

荷甲阿贾克斯
大胜埃因霍温

据新华社马德里 10月 24日
电 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10轮
24日迎来数场精彩对决。皇家马
德里客场2∶1击败巴塞罗那，赢得

本赛季首场“国家德比”。
上半时，皇马在第32分钟凭借

一次反击打破僵局，罗德里戈接维
尼修斯后场传球，将皮球转移给左

路插上的阿拉巴，后者带球至禁
区边缘起脚劲射，打入自己加盟
皇马以来的首粒进球。

下半场，一球领先的皇马成
功保持住优势，并在第93分钟
再入一球：阿森西奥反击中带
球闯入禁区后施射，特尔施特
根奋力将球扑出，卢卡斯·巴斯
克斯跟上倒地铲射，将皮球补
入网窝。

第97分钟，巴萨终于觅得破
门机会，德斯特右路传中，阿圭罗
小禁区边缘凌空打球门远角得
手，将全场比分锁定在1∶2。

本轮后，皇马以6胜2平1负
积20分排名西甲第二，巴萨则以
4胜3平2负积15分落到积分榜
第九。

在当日的另一场焦点战中，
“领头羊”皇家社会客场2∶2战
平马德里竞技，目前以6胜3平1
负积 21分继续排名联赛榜首；
马竞则以5胜3平1负积18分排
在第四。

西班牙迎来首场“国家德比”

皇家马德里客胜巴塞罗那

据新华社巴黎 10月 24日电
24日，梅西参加了他来到巴黎圣日
耳曼后的首场法国“国家德比”，然
而主力尽出的“大巴黎”却未能带走
一场胜利，在少一人作战的情况下，
他们客场与马赛队0∶0战平。

自从加盟“大巴黎”以后，梅西
虽然已经在欧冠赛场上取得了3粒
进球，但是在法甲赛场上却仍未找
到进球的感觉。本场比赛，他与内
马尔、姆巴佩以及阿根廷同胞迪玛
利亚同时首发。

上半场，双方各有一粒进球因
为VAR介入而被取消。先是第13
分钟，内马尔射门造成佩雷斯乌龙，
裁判在观看视频回放后判定内马尔
越位在先。7分钟后，马赛前锋米
利克禁区内左脚抽射破门，但主裁
判在经过VAR提醒后，同样认定
此球越位在先。

梅西在上半场曾有过两次接近
破门的机会。第25分钟，他近距离
头球攻门被对方门将扑出；中场结
束前，他在禁区线边缘左脚射门稍
稍偏出。

第57分钟，巴黎边后卫阿什
拉夫因为推倒云代尔领到个人本
场比赛第二张黄牌被红牌罚下。
少一人作战的“大巴黎”在接下来

的比赛中逐渐失去主动权，而马赛
的围攻也未能打破僵局，双方最终
0∶0互交白卷。

梅西法甲首球仍未到来

十人“大巴黎”战平马赛
新华社罗马 10月 24日电

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24日结束
第九轮的比赛，在圣西罗球场的

“国家德比”中，国际米兰1∶1遭
尤文图斯绝平。维罗纳主场4∶1
大胜拉齐奥，乔万尼·西蒙尼包揽
了维罗纳的全部四粒进球。

第15分钟，国米的恰尔汗奥
卢禁区外爆射击中立柱弹出，哲
科随即补射将球打进。下半时，
国米几次射门偏出，而尤文则在
第64分钟换上迪巴拉和基耶萨，
希望能找到突破。这次调整效果
立竿见影，此后尤文的攻势明显
更具威胁，而国米则逐渐退居自
己的半场。转折点出现在第89
分钟，国米球员邓弗里斯禁区边
缘解围不及时，踢到了对方球员
桑德罗的脚，起初裁判并未示意，
但在VAR提醒他查看回放后判
罚了点球，迪巴拉为客队主罚命
中，最终两队踢平。

维罗纳迎战拉齐奥的比赛
中，开场便在攻势上占据上风的
主队，在第29分钟由乔瓦尼·西
蒙尼单刀破门拔得头筹，仅5分
钟后，西蒙尼凭借禁区外一脚世
界波，再进一球扩大领先优势。
虽然拉齐奥在下半时开场时由

因莫比莱扳回一分，但第62分钟
西蒙尼上演“帽子戏法”，门前抽射
得手。西蒙尼当晚的神勇表现还
未结束，补时期间，他在禁区内接
法劳尼助攻头球破门，完成“大四
喜”。

“红狼”罗马在迎战那不勒斯的
比赛中0∶0与对手战平，罗马教练
穆里尼奥因不满判罚领到红牌。

另外两场比赛中，亚特兰大主
场1∶1战平乌迪内斯，佛罗伦萨主
场3∶0战胜卡利亚里。

意甲上演“国家德比”

国米遭尤文绝平

新华社丹麦欧登塞10月24日
电 在24日进行的世界羽联丹麦公
开赛决赛中，中国队的黄东萍/郑雨
直落两局击败韩国组合李绍希/申
昇瓒夺得女双冠军。丹麦名将安赛
龙战胜日本选手桃田贤斗获男单冠
军。日本队包揽女单、男双和混双
冠军。

黄东萍与郑雨这对临时组合在
本次公开赛将惊喜进行到底，决赛
以21∶15和21∶17战胜2号种子李
绍希/申昇瓒。黄东萍在过去一个
月征战中，除了丹麦公开赛混双半
决赛，她赢下了所有出场比赛，先后
收获了苏迪曼杯、尤伯杯和丹麦公
开赛女双三项冠军。

黄东萍说：“连续征战想挑战下
自己的极限，老实说，感觉现在还能
继续打。一直在想如何在高强度对
抗和疲劳状态下打好比赛。混双有
点遗憾，但三站总体来说非常圆满，
肯定了实力，有一些运气，发现一些
问题，都是好事。”

郑雨说：“和东萍第一次搭档就
夺冠特别开心。没想到能走这么
远，一场场赢下来，越来越坚定，决
赛上顺利拉开比分。今天尝试很多
以前大赛上不敢尝试的东西，挑战
自己，吃到甜头。”

男单决赛在世界排名第一的日
本名将桃田贤斗和东京奥运会冠军
安赛龙之间展开。安赛龙在20∶22
丢掉首局后，以21∶18和21∶12一
鼓作气逆转取胜。

安赛龙赛后用中文接受采访时
说：“在我家乡欧登塞，决赛赢了桃
田，这是实现梦想的感觉。奥运冠
军给我很多信心，我知道自己达到
一个高度，本来可以歇一歇，一直保
持高水平竞技状态很难，但我的目
标是做最好的自己。”

面对“安赛龙战桃田”能否成为

如“林李大战”一般的羽坛佳话提问
时，安赛龙说：“桃田是了不起的运
动员，防守非常出色，我的水平也很
高，但我们不是林丹和李宗伟，我们
之间不能这样比，现在世界上有很
多优秀的男单选手，不过我非常期
待和他下一次比赛。”

女单5号种子、韩国选手安洗
莹与2号种子、日本选手山口茜前
两局打成1∶1平。决胜局中，安洗
莹在5∶16落后时，因腿伤宣布退
赛，山口茜胜出。

日本组合保木卓朗/小林优吾
以21∶18和21∶12战胜丹麦组合阿
斯特鲁普/拉斯姆森获得男双冠
军。混双4号种子，日本组合渡边
勇大/东野有纱以21∶18和21∶9战
胜2号种子、泰国组合德差蓬·保乌
拉努科/沙西丽·德拉达那猜赢得冠
军。

丹麦羽毛球公开赛收拍

中国组合黄东萍/郑雨夺得冠军

据国际乒乓球联合会（ITTF）
25日消息，中国乒协公布了2021
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国乒参赛名
单。在东京奥运会中获得金牌的樊
振东、陈梦、孙颖莎、王曼昱领衔出
战，这四名球员都将身兼单打与双
打。此外，孙颖莎、王曼昱还分别将
与王楚钦、林高远搭档混双。

具体阵容为：
男单：樊振东、梁靖崑、王楚钦、

林高远、周启豪
男双：樊振东/王楚钦、林高远/

梁靖崑
女单：陈梦、孙颖莎、王曼昱、陈

幸同、王艺迪
女双：孙颖莎/王曼昱、陈梦/钱

天一
混双：王楚钦/孙颖莎、林高远/

王曼昱
马龙、许昕、刘诗雯将缺席本届

世乒赛，据了解，三人均为主动提出

不参加。
国乒男队主教练秦志戬表示，

“这次世乒赛，马龙和许昕都因为自
身调整等原因主动提出不参加，作
为队中的绝对主力，尽管他们仍具
备很强的竞争能力，尤其是马龙在
奥运会男单、男团获得两枚金牌，但
从老队员的实际情况出发，球队和
我都表示理解并同意两人不参赛的
请求。”

国乒女队主教练李隼表示，“其
实刘诗雯在东京奥运会周期，以及
刚刚结束的全运会上也都展示不错
的竞技状态，今年虽然她因为个人
原因没能参赛，但是我还是希望她
能继续保持状态，在新的周期中，为
球队，甚至乒乓球的发展，作出新的
贡献。”

2021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将
于11月 23日至29日在美国休斯
敦举行。 （中新网）

国乒公布世乒赛参赛阵容

老将马龙许昕刘诗雯缺席

黄东萍（左）/郑雨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发

阿拉巴在“国家德比”中，打入加盟皇马首球。

梅西：在法甲进球真难啊！

沮丧的C罗。

索尔斯
克亚被打得
目瞪口呆。 萨拉赫在老特拉福德“撒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