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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铿锵玫瑰”又换帅 10年来已换6人

声明，中国女足国家队正式迎
来自2007年来的第7任主教练、
同时也是第4位外籍教练埃约
尔松， 而一年前带队时隔8年
重返奥运会的法国老帅布鲁
诺就此告别帅位，改任顾问。
统计来看，“铿锵玫瑰”
近10年来六度换帅，平均每一

□据新华社电

为何下课

冰岛主帅埃约
尔松取代布鲁诺成
女足主帅

未来战略

等大赛上执教成绩不如布鲁诺，但在进入东京奥运
会的备战周期后，布鲁诺受到了“训练水平不高”
的质疑声。
在今年唯一一项世界关注度较高的女足赛阿尔
加夫杯上，中国女足取得第十名的成绩，比起两年前
的垫底战绩，没有太多提高。此后在国内的女足邀请
赛中，布鲁诺据介绍依然倾向于按照他的计划，不与
实力较强的对手交锋， 而足协认为这与中国女足接
下来将要肩负起的大赛任务和想要冲击的目标，有
一定差距。不过，在实际换帅数天后，足协才发布官
方声明，也引发了外界的很多猜测。

女足实行“双轨并行”模式

随着教练员的调整，中国女足也开始了组建国
家队红队（主力队）和黄队（预备队）的“双轨并
行”模式。其中，红队作为主力队伍，将代表国家参
加各类国际赛事，黄队作为预备队伍，重在储备人
才，提高运动员技战术水平，扩大国家队选才面。按
照足协的计划，两队将“独立运行、独立训练，在相
互竞争中实现相互促进”。
在新的备战模式下，冰岛籍教练埃约尔松将担
任国家队主力队的主教练，预备队将由本土教练员
裴恩才担任教练组组长。那么，在两队独立运行和
训练下，如何保证国家队技战术理念风格的统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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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老帅与足协目标产生分歧

中国足协充分肯定了布鲁诺的贡献。在法国老
—他
帅执教两年多来，有两大亮点令人印象深刻——
率队于2015年底在客场1:0力克世界杯冠军、 终结
了美国队自2004年以来在主场总计104场不败的纪
录；随后在2016年奥预赛残酷的“6选2”竞争中，他
率队击败越南、日本、韩国，战平朝鲜和澳大利亚，
带领“铿锵玫瑰”时隔8年重返奥运会。
对于布鲁诺的下课， 足协并未给出明确原因，
而是在声明中说:“为了进一步适应队伍发展需要，
实现进一步提升，对教练组进行了积极调整。”
尽管接任的冰岛籍主帅埃约尔松， 在世界杯

延续，将是需要探索的课题。
同时，在并不算多的国际大赛机会上，两支球
队如何做好球员选拔和流通的衔接， 保证队员机
会的公平 ， 也 关 系 到 国 家 队 的 长 远 发 展 。 此 外 ， 考
虑到一年150天甚至更长的国家队集训期，以及刚
刚市场回暖的女超联赛， 如何平衡好国家队和俱
乐部赛程以及主力球员抽调的关系， 也是不容忽
视的问题。
毕竟，年底的东亚杯、明年的亚洲杯、后年的世
界杯，三个赛事接踵而至，这都将是对新模式下备战
的中国女足连续的考验，也是对新模式的考验。

刊登热线： 0574-87254648

60年来首度无缘世界杯
四冠王意大利队说再见
昨天凌晨在米兰进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
界杯足球赛欧洲区预选赛附加赛第二回合的
比赛中，4届世界杯冠军得主意大利队以0:0
与瑞典队战平， 凭借着在首回合中1:0的胜
利，瑞典队以1:0的总比分进军俄罗斯，意大
利队则60年来首次无缘世界杯决赛圈。
这场失利也为39岁的传奇门将布冯的国
脚生涯画上了句号。在为意大利队出场175次
之后，布冯宣布退出国家队。
瑞典队主教练安德森承认， 意大利队的
技术更加出色，他们坚持下来靠的是顽强。他
说:“我们没有其他的武器了。我们只能坐在
那儿， 希望能够坚持下来。 我们没有别的办
法，他们的技术是如此出色。”
赛前一直坚称意大利队会出线的主教练
文图拉说:“我觉得我必须为这个结果向意
大利人道歉。”
据新华社电

前晚，中国足协发布官方

换帅的频率已堪比男足。

QQ： 2598766662

酒店客房为艺术作品
NART国际城市艺博会本周开幕
金报讯（记者 吴丹娜）金报记者昨日获
悉， 第三届NART宁波国际城市艺术博览会
将于11月17日—19日在朗豪酒店举办。 本届
博览会共吸引42个参展机构， 共计展出3000
多件艺术作品。
博览会总策展人李璐瑶南昨天接受金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NART国际城市艺术博览
会是宁波第一个面向国际的酒店型艺术博览
会，以城市为名，以酒店客房为艺术作品展示
单元，将艺术美感与酒店风格融合起来，营造
一种高雅别致的生活氛围， 给参观者与众不
同的艺术生活体验，拉近艺术与观众的距离，
“在其他国家及重要城市，每年都会举办一届
甚至几届不同内容的艺术博览会， 中国的艺
术博览会基本集中一线城市。 虽然NART国
际城市艺术博览会在宁波已经举办三届，但
依然有很多年轻艺术家不知道。 我们希望通
过努力， 为宁波艺术家接触各种不同的艺术
形态提供一个平台， 为宁波市民打造一场没
有那么高冷的艺术博览会。 上一届我们的推
广语是‘带艺术品回家’，今年是‘艺术改变
生活’，希望大众通过对艺术的感知和理解创
造美好生活。”李璐瑶南说道。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
255 号中宁大厦 1501

宁波市鄞州新河左岸饭店遗失
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年 5 月 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各一份，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2330212MA290ML
29M，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新河左岸饭店遗失
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本人黄炜梁遗失太平洋保单一
份，保单号 ANIB600Y1417X
019661G，流水号 CFBA17
08520454，特此证明

宁波天使互动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 1 枚声明作废
余姚市黄家埠摩托车配件厂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28114
46337473 遗失余姚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17 年 1 月 10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各 1 份，声明
作废。 余姚市黄家埠摩托车
配件厂 2017 年 11 月 15 日
余姚市黄家埠摩托车配件厂遗
失核准号为 J3324000956301
的开户许可证一份，开户行为
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黄家埠支行，账号为 94
060101302035721，声明作废
宁波米氏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许
可证正副本遗失，证件编号 SC
10133021204925，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明浩广告传媒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号：3
302120055456）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平惠商贸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章、发票章、
合同章，声明作废。
宁波吉佳中博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1 日遗
失空白收款收据一本：编号 00
16401-0016425，声明 2017
年 11 月 11 日起作废
宁波市鄞州新河左岸饭店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凯丽莎箱包有限公司遗失
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33
0203340508134，声明作废
慈溪市王景瑜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3028266208155
9N，声明作废
浙江沣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国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
号 330211066607585 声明作废
江杏叶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330283603005195 声明作废
宁波市肉禽蛋批发市场有限公
司家禽屠宰厂丢营业执照正本
宁波市肉禽蛋批发市场有限公
司家禽屠宰厂遗失税务证正本
宁波海曙小乔商贸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章，声明作废
宁波聚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章、发票章、合
同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市镇海华实汽配有限公司
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
号 330211557985919，声明作废
宁波海曙咸阿大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丢社保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宁海县西店铸杰模具厂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330226
000068708 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五乡正天电脑服务
部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金礼方遗失红星美凯龙 2016 年
5 月 20 日开具的收据 SK-160506
4395，金额 10000 元，声明作废
奉化市莼湖汤冬娣蔬菜摊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330283
605058620，声明作废
宁波市奉化溪口金色水岸休闲
浴场遗失卫生许可证，证号
（浙）卫公证字（2016）第
330283030196 号，声明作废
宁海县刘良好模具加工厂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江东宁东敏宇食品商行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慈溪市锦扬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慈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6 月 2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2
MA2827U258，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甬兴铝合金型材厂
遗失地税登记证副本声明作废
宁波华路沥青有限公司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0
008228705 声明作废
余姚市澳兰皮草厂注册号为 33
0281608518409 遗失余姚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7 月 12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1 份，声
明作废。 余姚市澳兰皮草厂
2017年 11 月 15 日
宁波市鄞州奥雅日用品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章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嘉旭机械厂遗失发
票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丰硕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30206MA2828G
U82，声明作废
宁波海曙捷麦机械有限公司遗
失代码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宁波恒泉板材有限公司遗失城
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正
本，特此声明。
马梅遗失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住院发票，号码 1661588588
（8539.69 元）声明作废
袁朝立、陈旭红遗失宁波增值
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330216
1350 发票号码 02719518（85 万
元）声明作废
余姚市昱竹能源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 3302190161995 声明作废
宁波佳通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3320036129101 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迪蒙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市桦美景观护栏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81M
A282NUE7Q 遗失余姚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09 月 26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侦探调查
神洲调查 87289267
民事取证、商务、打假、寻人
宁波人自己的老牌调查公司

二手旧货
收家具床一切旧货 18358415826

搬家搬厂
利民搬家搬厂价格优 87771478
快捷专业搬家：87907772
喜乐搬家 87778900

厂房、仓库、餐饮、店铺
低价转让因股东不和逾千平米
饭店转地段佳证全 13857549393

遗失声明

宁波银枫居家饰有限公司遗失
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08年 08 月 04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 330200400
020148，声明作废
宁波银枫居家饰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 1 枚，声明作废
宁波海曙捷麦机械有限公司遗
失社保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由于本人不慎，遗失 2016 年 6 月
16 日和 7 月 21 日宁波万达商业广
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场
地履约保证金和质量保证金收
据三张，收据号 0003235，000
2985，0002986，金额分别是
5000 元，5000 元，31368 元，由
此引发的一切经济纠纷由本人
负责，特此申明。 陈海波
宁波江东明楼庄与陈食品商行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330204603110726，遗失公章、
财务章、法人章、发票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人保公司商业险保单号
33021600456677、33021600
452975 声明作废
宁波市海曙海尚食品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30203084793908
C，声明作废
谢万柳遗失宁波市鄞州人民医
院发票，号码 1571614543
（6380.62 元）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宁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宁波华路沥青有限公司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0
008228705 声明作废
宁波市海曙正时文化商务有限
公司丢开户许可证 J332000426
6101 开户行宁波银行南门支行
宁波海曙珊溪蔬菜经营部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市江北顶尖咖啡吧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顺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编号 02346089, 进出口企业
代码 3302340538114 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古林海汇货运服务
部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
320021024001，开户银行鄞州
银行石矸支行，声明作废
宁波市镇海永丰定时器厂遗失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0029
086501，开户银行宁波镇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庄市
支行万加分理处，声明作废
宁波芬能电器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123089378790 声明作废
马艺菲遗失 G350 定金收据一
份，编号：1339084 声明作废
爱彼此电子商务（上海）有限
公司绍兴解放南路店遗失增值
税普通发票二十五张，代码：
3300141620，发票号码：0475
8291-04758315，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 户 转 型 清 算 公 告
慈溪市宇轩电器有限公司股
升级为企 业 公 告

个体工商户余姚市腾尚电子 东会已决定解散本公司， 公司成
立清算组，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
清算。 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
面通知书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公告之日 45 日内向本公
个体工商户若有经营期间未结清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 逾期不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的债权债务， 仍由该个体工商户 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慈溪市宇轩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江北钜翔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江北新梦航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联合集装箱海运有限公司 经营者承担。 经营者：潘斌

经股东决定， 本公司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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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 务 商 行 ， 注 册 号 为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将注
册资本由 1000 万元人民币减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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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81608052417，现拟转型升级
至 500 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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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为余姚市腾 尚 电 器 有 限公
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原
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手续。
手续。
手续。
注销手续。
宁波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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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预赛

埃约尔松取代布鲁诺

位主教练执教时间不到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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