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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恒大5∶5上海上港（点球4∶5）

上演中超版“诺坎普”奇迹

■篮球

科比海口与青少年互动

恒大只差一口气

前NBA球星科比·布莱恩特昨天在海
南华侨中学观澜湖学校与青少年篮球爱好
者进行了一场篮球互动， 他在回答青少年
球迷问题时表示，最大的对手就是自己。
当日，在学校篮球馆内近一个小时的互
动中，科比从运球、对抗、投篮等细节指导了
青少年球员。互动结束后，科比回答了小球
员们的问题。当被问到18岁的他如何练习篮
球时，他说，当年每天都会像今天小球员们
做的这些一样进行训练，而且注意饮食。
科比说，他最喜欢的队友是加索尔，而
被问到他最强大的对手是谁时，科比表示，
他曾经遇到过很强的对手，比如杜兰特、迈
克尔·乔丹等等，但在他眼中，他最强大的
对手还是他自己， 那个每天在镜子里面对
的自己。他每天都要提醒自己坚持训练，不
据新华社电
能有一丝懈怠。

恒大虽败犹荣
首回合客场0∶4惨败上港，很少有人会相信恒大
次回合能主场翻盘。毕竟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诺
坎普”的巴萨。但是昨晚在广州天河，恒大差点上演
—90分钟连扳4球，成功将比
中超版“诺坎普”奇迹——
赛拖入到加时赛；加时赛双方各入1球，两队120分钟
内战成5∶5平。点球大战恒大5罚4中，上港5罚全中，
最终9人作战的上港死里逃生，晋级亚冠东区决赛。
中超赛场上， 恒大与上港是同处第一梯队的对
手，前者领跑，后者紧咬，积分差8分，看上去相差不
多，但已经是整体实力的客观体现。国足无缘世界杯
预选赛附加赛后，武磊、郑智、冯潇霆等国家队的队
友，变成了各为其主的对手。不难发现的是，中超球队
当中年轻球员的比例逐渐加大，年初的中国杯，里皮
用国家二队试水，未来的亚洲杯甚至下一届世界杯预
选赛，年轻球员势必将成为届时的中流砥柱。
论一支球队的可持续发展，现金流很重要，梯队
建设也非常重要。 上星期结束的全运会足球比赛，上
海队将男女足各两个组别的金牌全部收入囊中。得益
于上海市的相关政策，上港为上海足球培养了大批的
U20苗子，其中不少已经在中超、中甲有了一定的出
场时间。另外，以绿城U20为班底的浙江男队收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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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奉化市恒宸铝业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330283
000117051，声明作废
宁波甬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3021209619147XR，
声明作废
慈溪市文超废旧金属回收站遗
失慈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3
年 5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330282000264
209，声明作废
奉化市宁建园艺场遗失公章 33
02240121971，发票章 3302240
126217，声明作废
宁波市江东新河阿明电器维修
部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上海欧歌墙纸有限公司慈溪分
公司遗失慈溪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4 年 12 月 8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33028200
0313730，声明作废
宁波市江北鼎力精密磁盘制造
厂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330205000055005，声明作废
宁波海曙双麟商贸有限公司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宁波大霖股权投资有限公司遗
失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5 年 06 月 12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为：330203
000201579，声明作废
奉化市亚方索工业自动化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 3302240016661
声明作废

A13

个亚军，中国足球青年军群体正在不断壮大。而昨天的
比赛里，武磊与张琳芃效力不同球队，却是从小在上海
跟着徐根宝一起踢球； 颜骏凌、 蔡慧康也出自上港青
训；因面部受伤变身“嘻哈侠”的上港主力石柯出自绿
城。中国足协颁布U23新政以来，大批青年球员进入顶
级联赛。适龄球员身价暴涨，当中翘楚也渐渐成名。体
制内外，都有着积极的发展。
下个月，以各中超、中甲及部分业余球队U20球员
参加的国奥选拔赛就将开始。 绿城、 上港等球队被看
好。国奥一旦组建，目标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未来几
年，其中有人会成为中超转会市场上的大热。曾有人质
疑，联赛发展得好，亚冠成绩再棒，也救不了国足。他们
的论据是，外援都是来捞钱的，对于中国足球成长意义
不大。但是，中超各位置的球员也并非没有追求，任凭
老外来抢饭碗；安切洛蒂与恒大的绯闻越来越像真的，
可如果没有里皮、斯科拉里以及未来的安切洛蒂，中超
连个门面都没有。
足球的规律摆在那里。顶级联赛必须做好，同时增
加球员大赛场次， 这样才算是为成长中的青年力量提
供一个绝顶的上升通道。 中国足球已经走上正确道路
的前提下，需要的只有时间。
郑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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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镇海骆驼汽车零件厂遗
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00
29236301，开户银行宁波镇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骆
驼支行，声明作废
慈溪市浒山阿庆五金木线条店
遗失慈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
12 年 7 月 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33028260009688
5，声明作废
宁波保税区丙火股权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遗失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003535
0201，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声明作废
慈溪市远林餐饮店遗失慈溪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2 月 1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330282MA2
84BPW06，声明作废
宁波市三色花广告传媒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330203000014726，声明作废
宁波市三色花广告传媒有限公
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证号
33020366848536X，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昌国机械有限公司
遗失社会保险登记证副本一本
社险浙字 33022744046483 号，
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纳
税号 330227599488240，遗失
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纳税号
330227599488240，声明作废
奉化市博世食品商行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 33028360700
4653 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瑞豪劳务有限公司
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证号 330227053810541 声明作废
宁波海曙贵通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丢社保登记证副本声明作废
奉化市林家铺子童装店遗失财
务章 3302240050026 声明作废
宁波亚虎进出口有限公司遗失
由环捷国际货运代理（上海）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出口的货
代提单正本提单号 17NGBH
002849 船名航次 CMA CGM
MARCO POLO 229FL
LOBA134952 声明作废

米斯特比萨金鹰餐饮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宁波石契闸街店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宁波斑马鱼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高新区新明少华水果店遗
失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材料
科技城）分局 2017 年 9 月 4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2330201MA293Y
XN6E，声明作废
慈溪市彩龙服饰有限公司遗失
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号码
330282684286571声明作废
奉化锦峰电子元件厂（普通合
伙）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6001782601，声明作废
宁波海曙明君餐厅遗失食品流
通许可证副本，证号 SP330203
1450046350 声明作废
宁波汇虹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年 06 月 19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 91330201MA2911U16F
，声明作废
宁波汇虹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3302060205413）
声明作废
宁波汇虹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3302060
206286）声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霞浦湘美发理发
店遗失公章一枚，编号：3302
060148046，声明作废

诚聘 （家庭主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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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5898209 李主任

宁波市鄞州创赢通信设备工贸有限公司

太保集团海曙公司

草根足球联赛快乐杯开幕
金报讯（记者 郑乔）日前，“天伦时代
广场” 宁波市秋季快乐杯8人制足球赛，在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学院拉开战幕。 这项民
间的足球赛共吸引了44支球队、 近千名队
员参加。宁波业余足球全省闻名，该项赛事
也是甬城最大的业余联赛。
快乐杯赛制比较新颖， 本次比赛分两
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将进行季前赛，小组
前二名出线进入淘汰赛，小组三、四名将重
新分组，进行草根联赛的角逐。
“这是我第三次参赛了，相比往年，更
多的队伍参与其中，比赛也越办越好了。快
乐杯就是传递快乐的平台。能好好踢球，享
受比赛，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费伦队领
队王超群如此描绘快乐杯。
宁波威队是参加过多届快乐杯的元老
级球队，曾获得过两次快乐杯冠军，有着丰
富参赛经历的他们也不禁感叹，“参赛球队
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宁波市海曙汪镇五交化有限公
司江东分公司遗失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甬 I 安经（
2015）0045 声明作废
宁波北仑聚源顺石化科技有限 宁波市电子商务促进会遗失社
慈溪市古塘瑞王楼梯经营部遗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编
失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慈溪
册号 330206000272965 声明作废 号：浙甬社证字第 010733 号
分局 2013 年 11 月 21 日核发营业
，声明作废
宁波北仑聚源顺石化科技有限
执照副本注册号:3302826060
奉化市海朝机械制造厂遗失开 44075 声明作废
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证号 330206316985088 声明作废 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6002090
宁波高新区绿景塑胶工贸有限
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宁波北仑聚源顺石化科技有限 801 声明作废
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宁波北仑聚源顺石化科技有限 准号 J3320028606201 开户银
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本，代码 31698508-8 声明作废 公司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信
用证号码 G1033020603418950 司宁波分行，声明作废
遗失平安保险公司商险单流水
2，声明作废
宁波迪波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号 PCC010012162900310296
宁波江东明楼亨德力保温密封 遗失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
声明作废郑铭
材料经营部遗失宁波银行开户 理局 2015 年 10 月 09 日核发的营
宁波海曙明君餐厅遗失餐饮许 许可证，号码：J332003046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可证正副本，浙餐证字 20143
用代码 91330203MA2810KW
6701，声明作废。
30203000469 声明作废
宁波北仑聚源顺石化科技有限 2L，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3320035282401，开
宁波北仑聚源顺石化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
户银行：宁波银行四明支行，
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声明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
J3320034189501，声明作废
作废
胡亚青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各 宁波博洋纺织有限公司江北博 章（赵志华）各一枚，遗失发
票领购薄一本，发票领购记录
一本注册号 330283602100906
洋家纺物美店，注册号：3302
中以下遗失：发票代码 23302
声明作废
051001813，不慎遗失营业执
1506003，通用定额（5 元）1
宁波北仑裕正金属制品有限公 照正副本，特此声明
本，发票号码 12619951—1262
慈溪市宗汉福纪理发店遗失慈 0000 发票代码 233021506004，
司遗失税号 330206580521450
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 年 10 通用定额（10 元）3 本，发票
的国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声
月 1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 号码 04321101—04321250 发票
明作废。
宁波市三色花广告传媒有限公 册号 330282609019339 声明作废 代码 233021506005，通用定额
宁波甬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遗 （20 元）3 本发票号码 0284095
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
失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东钱 1—02841100，发票代码 23302
3320011257203，声明作废
湖旅游度假区分局 2013 年 12 月 1506006 通用定额（50 元）3 本
宁波海曙合众银座酒吧经营服
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发票号码 01863001—01863150
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
号 330217000012035；国税，
发票代码 233021506007，通用
明作废。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定额（100 元）2 本，发票号码
宁波海曙合众银座酒吧经营服 号码：330227084751492；代
04032551—04032650 发票代码
务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码号为 08475149-2 的组织机构 233021506003，通用定额（5
副本，税号：3302037280972
代码证正本 1 本，副本 1 本；银 元）2 本，发票号码 12630001
55，声明作废。
行开户许可证 1 份；声明作废
—12630100，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下应来兴废品回收 奉化市莼湖施妩琼十字 店遗 宁波市镇海区蛟川篮球通讯店
站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注册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33
330212000106293，声明作废
号 330283605000728 声明作废 0211601053504 声明作废

QQ： 2598766662

余姚市杨李荣食品店遗失余姚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8 月 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330281608055315 声明作废

■本地新闻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
255 号中宁大厦 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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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单号 SCSZ17071364NBXG
船名 YM COSMOS 航次 V.133
W 丢失正本一份声明作废
宁波前程能源有限公司
余姚市陆埠建美佳洁具厂遗失
余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 年
8 月 20 日核发注册号为 330281
609044320 的营业执照正本一
份,声明作废
余姚市阿跃百货店注册号为 33
0281600022522 遗失宁波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余姚分局 2013 年
10 月 2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1份，声明作废。 余姚市阿跃
百货店 2017 年 9 月 13 日
余姚市绳伟牛肉汤店注册号为
330281603086875遗失余姚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5 月 4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各 1 份，
声明作废。 余姚市绳伟牛肉
汤店 2017 年 9 月 13 日
余姚市冯国祥烟酒商行注册号
为 330281601073739 遗失宁波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余姚分局 20
11 年 7 月 2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 1 份，声明作废。 余姚市
冯国祥烟酒商行 2017 年 9 月 13 日
余姚市余姚镇胜一特种橡胶厂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高新区千里缘泡椒牛蛙店
遗失餐饮服务许可证浙餐证字
2012330209000313声明作废
遗失单位名称为宁波市鄞州民
创粮蔬专业合作社代码证号为
062900768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书正副本，声明作废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欧宇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海曙分公司遗失
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1年 04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 330203000024
259；遗失代码证号为 7843199
32 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正本，
声明作废
宁波市江北爱木眼镜店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
经股东决定， 本公司决
经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
经股东决定， 本公司决
决定注销， 同时成立清算小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决定注销， 同时成立清算小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待遇：3000 元
组，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组，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上班时间：8:30 至 11:00 年龄： 注销手续。
手续。
注销手续。
手续。
25 至 55 周岁，宁波当地优先。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顶实包装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之缘水产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玛尔惠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