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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0∶1 乌兹别克斯坦

■U23亚洲杯

A11

卡塔尔 1∶0 阿曼

末轮对阵卡塔尔
U23国足又现烧脑数学题
“刷卡”小组头名出线 不赢则看他人脸色

U23国足又站在了悬崖边

资料图片

昨天，亚洲杯A组第2轮全部结束。中国U23
国足0:1不敌乌兹别克斯坦队， 卡塔尔队1:0小
胜阿曼队。两轮战罢，卡塔尔队2战全胜积6分排
名小组榜首， 乌兹别克斯坦队和中国队1胜1负
积3分排名2、3位， 中国队胜负关系处于劣势位
于乌兹别克斯坦队之后，阿曼队2战0分垫底。末
轮中国队只要战胜卡塔尔就能出线， 而且是小
组头名身份，若输球要看他人脸色。
首轮3:0大胜阿曼队，中国队取得了一个不
错的开局，本轮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主教练马
达洛尼使用了和上一场相同的首发阵容， 首轮
以0:1不敌卡塔尔队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则对首
发阵容进行了一些调整。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
刻进入本届赛事大名单的中国队前锋张玉宁本
场比赛坐进替补席，邓涵文也进入替补名单，不
过马达洛尼赛后透露， 张玉宁目前仍在恢复伤
情，现在仍不能打满全场，只能打15分钟左右，
邓涵文脚踝的伤情也不能支持他打满全场。
对两队来说，这场比赛都是一场“生死战”。
中国队希望取得连胜锁定出线名额， 乌兹别克
斯坦队则要避免提前出局。比赛开始仅14分钟，
乌兹别克斯坦队就打破了场上僵局， 他们在中

国队禁区内连续制造威胁，最终由阿里约诺夫在
禁区左侧打远角得手。早早落后的中国队此后大
举反击， 但他们直到半场结束前才连续觅得良
机，可惜未能改写比分。
易边再战，乌兹别克斯坦队拱手让出控球权，
其主帅拉夫尚表示，很幸运早早取得进球，自己
下半场的战术就是防守反击。面对对手的严防死
守，中国队仍然创造出一些机会，张玉宁在第77
分钟替补登场，但也未能“救主”，马达洛尼说：
“对手用仅有的几脚射门就赢得了比赛， 下半场
我们踢得很不错，有五六个比较好的机会，但都
没有转换为进球，比赛结果让我感到非常遗憾。”
直到终场前， 中国队仍有扳平比分的机会，
韦世豪中场得球后长途奔袭至大禁区前沿，但他
的远射击中横梁弹出，随后主裁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声，中国队0:1遗憾落败。
这场比赛的结果也令本组出线形势变得复
杂，拉夫尚坦言这扭转了他们在小组赛中的困难
局面。最后一轮中国队将迎战实力强劲的卡塔尔
队，必须全力争胜才能有晋级可能；平或者输球，
则要看乌兹别克斯坦队VS阿曼队的脸色， 总之
计算过程相当复杂，相当“烧脑”。本报综合报道

■《900多年前，曾巩在宁波都干了啥？》跟踪报道

江西南丰县博物馆馆长王永明结束宁波寻访曾巩之旅

“得到诸多朋友的帮助，一并感谢！”
本报讯（记者 郑乔）曾巩故里江西南丰县
博物馆馆长王永明结束了在宁波的寻访之旅，
日前已经带着收集来的资料 返 回 南 丰 ， 准 备
《曾巩“宦游”九州》一书相关章节的书稿。王
永明表示，在《曾巩文化研究丛书》当中，他还
将独自编写一本《曾巩故事》，预计将收录百篇
左右曾巩生平的故事。“不好写， 相比王安石、
苏轼等大家来说， 曾巩一生平稳， 走过很多地
方。现在能做的工作就是多去收集和整理。”王
永明表示。
在宁波期间， 王永明在天一阁古籍阅览室
整整待了两天，在宁波市图书馆待了一天。查阅
了非常多的资料， 也与宁波本地文史专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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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宁波市鄞州恒通车辆部件有限
公司遗失收据 2 份 2322168，
2322169 各 500 元，声明作废

了一些探讨。几天时间里，他把北宋时期明
州城建、 城防与对外贸易状况了解清楚了。
对于天一阁和市图书馆，王永明也得到了专
家、学者的帮助。“查阅方便、环境典雅，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非常热情！在宁波这几天的
调查，得到诸多朋友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
感谢！”
王永明认为， 曾巩留下的不仅是文学作
品，还有“仁德”。当年，高丽使者、商人从明
州登陆，而按照当时惯例，外国货物登陆后
要进行“抽解”，各级官府都要拿走一部分
货物。而层层抽解后，商人的利润无法保证，
自然有怨言。曾巩十分重视对外贸易，宽厚

慈溪市掘创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慈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8 月 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8209
1910420P，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石石契治伟塑料厂遗
失公章、发票章、财务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奉化市竹林天格雾稻米专业合
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6002147401 声明作废
象山新峰腾达影视文化有限公
司遗失象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年 8 月 24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25MA282HR66T，
声明作废
奉化市艺林空剪理发店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3302836
02021048 声明作废

象山新峰腾达影视文化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
人章（仇洁）各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信德联盟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330203308986275声明作废
宁波嘉八亿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慈溪市浒山逢缘日用品店遗失
慈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3 年
9 月 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330282606161437
声明作废
奉化市尚田泉跃电器修理店遗
失发票章，编号 330224008804
4，声明作废
慈溪市浒山欢乐棋牌室遗失慈
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4
月 7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330282661958560 声明作废

余姚市诚宇压铸厂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4
007398901 声明作废
余姚市川俞五金厂遗失备案号
3302190173722 的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被保险人宁海诚博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遗失浙商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机动车商业险保单一
份及商业险小卡，打印流水号，
P720355170007765，声明作废
被保险人天津聚通祥贵金属经
营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遗失都
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的商业增值税普通发票，商
业险增值税普通发票印刷号：
04212881，声明作废
宁波奉化江口格算小超市遗失
宁波市奉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年 3 月 13 日核发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
0283MA284YCY77 声明作废
宁波市良种场遗失住房基金专
户财务专用章，编号 33020501
0060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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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热线： 0574-87254648 QQ： 2598766662

顾梁遗失桂林工学院学位证书 宁海县爱我宝贝母婴用品超市
，编号：10596420070002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92330226
11，声明作废。
MA2EMNTB05 声明作废
宁波舜大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 宁波保税区易迈路贸易有限公
员会遗失核准号为 J33240018
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65003 的开户许可证一份，开
J3310058494303，声明作废
户行为工商银行余姚支行，账
慈溪市创诚电子器件厂(普通
号为 3901310009106011742，
合伙)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
声明作废。
本，号码 330282668489387，
余姚市红飞灯具厂注册号为 33 声明作废
0281601048260 遗失宁波市工 张浩元遗失宁波市奉化区市场
商行政管理局余姚分局 2010 年 监督管理局2011年7月26日核发
07 月 0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的注册号为 330283603002742
1份，声明作废。 余姚市
红飞灯具厂 2018 年 1 月 13 日 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小港雨豪家电经 宁波市江北甬江桑永磊货运代
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9233 理服务部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0206MA2EL0T61D 声明作废
余姚市朝霞磁性材料厂遗失营
遗失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330281
司宁波分公司的银行保险单：
607071744 声明作废
121400570037、121400570592
、121400570632、1217800862
23、121790003329、12140056
9261、121680125651、12168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0128165、121400403634、121
定注销， 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400403902、121400403982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合计 11 份，声明作废
余姚市永振磨床加工厂遗失营 手续。
特此公告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330281
607062480 声明作废
宁波蓝森智能卡技术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以待外来商人，曾主张减免“抽解”等。
王永明在宁波市博物馆的展板中发现明确说
法， 称曾巩任明州知州时， 同时兼管市舶司。不
过，这则说法的出处仍然有待考证。根据一些可以
查到的资料，宋代市舶官制变化十分频繁。北宋前
期， 市舶司由所在地的行政长官和负责地方财政
的转运使共同领导， 而由中央政府派人管理具体
事务。元丰三年(1080)，即曾巩离开明州次年，宋
朝廷免除地方行政长官的市舶兼职， 而由转运使
直接负责市舶司事务。王永明表示，也有由通判负
责市舶司事务的说法， 这一点还需要继续考证。
“天一阁的张亮副馆长正在帮我联系博 物馆方
面，确认曾巩兼任市舶司这个说法的出处。”

上门办理赠送 2018 年度台历一份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 255 号中宁大厦 1501

经公司股东决定， 将注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定注销， 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定注销， 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册资本由 500 万元人民币减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至 100 万元人民币， 并按有
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手续。
手续。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海曙山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宁波元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玛信电子有限公司

宁海锦康塑料制品厂遗失单位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任忠
有）各一枚，声明作废
宁海县泓旭模具厂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 33022660702
6743，声明作废
宁波益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2017年03月10日核发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3MA28Y0XX32 声明作废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聚联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 J3320028641
201，开户银行：宁波银行北
仑支行，声明作废
宁波意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2017年09月29日核发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12066625142F 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转型
升级为企业公告
个体工商户余姚市鸿胜模具
厂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330281MA2EPMWJ9G; 现拟转
型升级变更为余姚市鸿胜模具科
技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
公司。原个体工商户若有经营期间
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该个体工
商户经营者承担。 经营者：刘波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