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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玮皓

本报讯 上周末，豫冠
联赛1/4决赛次回合完美收
官，进入四强队伍已经产
生，他们分别是郑州东方今
典、洛阳中辉煌、新乡脉动、
驻马店惠洁龙翔。

10月 22日，洛阳中辉
煌与信阳市足球队在洛阳
市新区体育馆展开争夺，洛
阳队上半场便取得70的
大比分优势，而信阳则很难
组织起有效的进攻，最终洛
阳以100大胜，豫冠迎来
本届最大比分差。10月23
日，豫冠的1/4决赛次回合
的最后一场由新乡脉动对
阵平顶山队，最终新乡昂首
挺进豫冠四强。

原定于11月5日进行
的郑州东方今典对阵驻马
店惠洁龙翔的半决赛，由于

郑州队要去参加业余足球
联赛全国总决赛，所以 10
月23日两队的半决赛提前
进行。最终郑州以20小
胜驻马店，下周双方将在驻
马店进行半决赛第二回合
的较量，然而两球优势在手
的郑州半只脚已踏入2016
年豫冠联赛总决赛的大门。

2016年河南省“体彩·
王子”杯业余足球冠军联赛
由河南省体育局主办，河南
威正体育全程独家运营，
PRINCE 体育与中国体彩
联合冠名，乐视体育APP、
章鱼TV每周末实时现场直
播，更多精彩赛况请登录豫
冠 官 方 网 站（www.yg-
football.cn）,具体观赛信
息也可添加微信公众账号
（hnwzty），并诚邀合作伙
伴前来洽谈：0371-636913
11。

豫冠联赛四强产生

从北京时间8月23日湖人官方宣布签约易建联到昨天仅两个月时间，易建联的第二段NBA征
程就告结束。由于在季前赛中未获得足够的出场时间，昨日，据美媒体报道，中国球员易建联与湖人
方面做出了交涉，表示希望球队将他裁掉。

阿联找不到NBA其他球队
吗？显然不是。阿联的实力在奥
运会上已经得到了检验，奥运会
虽然总体竞技水平达不到NBA
最高层次，但阿联在里约奥运会
上场均20.4分6.6篮板，9项数据
统计进入赛事前6，实力是得到了
肯定的。

阿联能否留在NBA主要看
他的个人意愿，毕竟NBA不会去
适应他，而是他去适应NBA，对
于一些在自己联赛、国际赛场上
是巨星的球员来说，这是一个痛

苦的过程。以前欧洲天王雅斯科
维休斯、“欧洲科比”斯潘诺里斯、
西班牙男篮主力后卫“炸弹”纳瓦
罗，都是如此，但他们回到了自己
熟悉的赛场后，重新打出天王身
价。

重返CBA的话，很多人都担
心CBA的注册时间已过，阿联会
面临无球可打的局面。不过在特
殊球员延迟注册的问题上，CBA
此前其实早有先例。

上赛季开始前，郭艾伦因为
和辽宁队的合约一直没能谈拢，

错过了篮协规定的注册时间，但
为了避免他无球可打，篮协还是
给开了绿灯。今年，关于贾诚的
注册问题也出现了同样的事情，
最终由联赛委员会投票通过，允
许山东队为贾诚注册。从这一点
看，阿联回CBA打球在注册问题
上不会受到什么阻碍。

至于阿联会加盟哪支球队，
目前尚无定论。广东队和易建联
的合约已经到期，如果阿联选择
重新加盟广东，现在双方需要重
新进行合约谈判。 王文 贾磊

整个季前赛，阿联出战6场，
场均登场10.6 分钟拿到 3分 2.5
个篮板，但投篮命中率为35%，这
并不是一份满意的答卷。但阿联
为何主动与湖人提出“分手”？

阿联团队的负责人表示，其
实他们和湖人俱乐部就阿联的去
留已经纠结了一段时间，湖人本
希望把阿联留下来，但主帅沃顿
的这套体系中阿联并没有太大的
作用，因此阿联也得不到太多的
上场时间。如果选择勉强留下，
这种状况贯穿联赛始终的话，对
于正处在巅峰状态的易建联来说

无疑是不利的。所以在经过考虑
之后，阿联选择和湖人队分手。

在美国Hoopshabit 网站记
者阿隆·梅看来，阿联至少应该有
了那种竞争的热情。但季前赛开
始后，人们很快发现，阿联4年来
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大多数的时
间里，阿联都处在湖人板凳席的
末端。在获得上场时间后，阿联
也是表现平平，基本上没什么存
在感。

随着易建联决定离开湖人，
“800万年薪”也成了镜花水月。
易建联与湖人签下的合同为1年

800万美元，为部分保障+奖金的
合同构成：其中25万为保障部分，
在2017年1月10日如果还留在
队中，则1139123美元得到保障
（即全额老将底薪），在此之外，当
出场次数达到20场、40场和59
场时，分别可以得到2286959美
元的触发奖金，最高可以拿到全
部的800万。

随着这次被裁，阿联真正能
拿到手的只有25万的保障部分，
合同中的其他部分，则因为没能
留到指定日期而化成了泡影。

800万美元年薪仅到手25万

重返CBA不用担心注册问题

□记者 王玮皓

本报讯 观澜湖高尔夫
世界明星赛圆满闭幕，决赛
轮职业组的比赛相当激烈，
直到最后里奇·毕姆完成最
后一推，冠军的得主才最终
揭晓。中国小将李昊桐不
负众望地笑到了最后，他以

1分优势问鼎冠军。
李昊桐当天的状态略

有起伏，曾一度与美国老将
里奇·毕姆陷入鏖战，但他
仍然在后9洞把握住了机
会，一连抓下4只小鸟。18
号洞，李昊桐稳稳地推进3
码左右的小鸟推，全取 3
分，跃至榜首。

高尔夫世界明星赛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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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学历职称资格证15286815008

家 教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招商

●全峰快递加盟 18100325618

家电维修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软件网站

●直销商城APP开发 55919528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寻人启事

●李万顺男71岁
郑州市中原区

须水人身穿黑

夹克黑裤子骑

二六蓝色自行

车走路自言自语患精神抑郁

不爱和人沟通，9月 25日下午

从须水走失，望知情者联系，

电话：15639799292 、1313
7151098 定重谢！

转让

●位佳饭店转让 15713870697
●郑东新区实验学校对面辅

导机构转让。 15093233070
●旺铺出租转让 15713870691

声明

●梁圆圆康桥原溪里二号院7
号楼 2单元 12层 1203户购房

发票遗失，票号 01436645，金
额 113435.00 元，声明作废。

●黄建平商丘工学院建筑工程

技术专业毕业证丢失证号 13
5001201106010368 声明作废

●河南省高等自考毕业生王

娜毕业证书遗失，编号：6641
0205071502388，声明作废

●编号为N411003256，姓名为

李秋逸，出生日期为 2016 年
10月 16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

●开封市贾艳丽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4
10293605031218. 声明作废。

●鄢陵县平安农机专业合作社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丢失，

声明作废。

●河南艺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财务章丢失，编号 41012200
11255，声明作废。

●彭立峰郑州工学院毕业文凭

字第9106816号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中电电器有限公司公章

不慎遗失，公章防伪码：410
1030025657，声 明 作 废 。

公告

●开封市鼎裕商贸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研究决定注销，注册

号 ： 410200000028857， 请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分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事宜。

阿联主动
没融入战术体系 出场时间太少

小将李昊桐斩获冠军

与湖人“分手”

昨日，广州恒大在官网
宣布，正式和巴西名帅斯科
拉里续约，合同期为1+1。

此前，恒大曾在8月3
日和里皮签约，但是由于国

足需要主帅，因此恒大解除
了和里皮的合同。这个赛
季，恒大在亚冠小组赛早早
被淘汰，但是在联赛中卫冕
冠军，成为六冠王。 李文

斯科拉里续约恒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