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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杭州成功会务有限公司税号
91330101697085701N遗失通用
定额发票二联并联版（伍圆）50
份 代 码 133011770925 号 码
13240751-13240800；（壹拾圆）
50 份 代 码 133011770926 号 码
09448451-09448500声明作废。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本公司(杭州
荣宁制衣有限公司，注册号为
91330109MA2GEBONXG)不慎
遗失由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萧山分局 2001 年 8 月 7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高伟平 330125195511215815
遗失 2017 年 4 月 30 日到 2018
年4月23日编号1373470161的
发 票 共 计 13 张 ，医 保 卡 号
C15873944特此声明。

卢茂翠遗失收据一张，收据编
号3266073，声明作废。
卢茂翠遗失收据一张，收据编
号3266073，声明作废。
杭州天际环艺雕塑有限公司遗
失发票章，声明作废。
杭州天际环艺雕塑有限公司遗
失发票章，声明作废。

浙江普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浙江福贤商贸公司遗失法人章
(法人姓名：李晟)一枚，现声明
作废。

公 告

杭州道脉商贸有限公司注销清
算公告：本公司股东（出资人）已
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
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
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
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限期返岗/解除公告康俊（身份
证号：330724197903010515）你
自2019年8月28日起未到公司
上班，且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
无故连续旷工7日（含）以上，严
重违反公司制度。现公告通知
你：请自本公告登报5日内到公
司报到，逾期不报到，公司将与
你解除劳动关系。杭州市水务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G15沈海高速浙沪南主线
全塘收费站施工实施交通管制
的公告：G15 沈海高速公路浙
沪南主线全塘收费站浦东方向
进上海入口 34、32、30、28、26、
24 车道将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
至 12 月 20 日进行封闭施工，届
时过往车辆减速通行，注意安
全，具体施工信息请密切关注
FM93、百度、高德地图。凡途
经该路段的车辆，请关注沿线
可变情报板、标志牌信息，提前
规划行车路线，施工带来不便，
敬请谅解。浙江省公安厅高速
交通警察总队嘉兴支队、嘉兴
市公路路政管理支队高速公路
大队、嘉兴市嘉通高速公路管
理有限公司2019年9月10日

从压哨进 12 人名单，到首发上场，最初孙铭徽的存在感

并不强。但当中国男篮结束了五场比赛之后，本报记者在混

合区拦住孙铭徽时，瞬间周围就有一堆手机和话筒围了上来，

本报记者差点被一群记者大哥们挤出去，因为大家都想听他

聊一聊自己从第13人到首发登场这一路走来的故事。

压哨赶上末班车，无奈坐着轮椅离开
浙江广厦的孙铭徽为男篮世界杯拼到最后一刻

本报讯 在男篮折戟世界杯之后，国足

也终于要登场了，今晚 11 点，国足将开启第

12 次冲击世界杯之旅，在客场迎战马尔代

夫，球迷朋友们可在央视5套观看直播。

和篮球一样，中国足球一直走在改革的

路上，国足这番再次出征世界杯预选赛，将是

一次大考。

时间回到 4 个月前。5 月 24 日，中国足

协官方宣布里皮出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

教练，带领中国男足征战2022年卡塔尔世界

杯预选赛。

亚洲杯后卸任，4 个月后又重新回归，里

皮的“二进宫”，也算正式吹响了中国足球冲

击卡塔尔世界杯的集结号。

另外，归化这场大戏至今也已经足足唱

了近一年。从去年底，就有断断续续的消息

传出，后来今年2月份，北京国安官宣了侯永

永和李可，两人也分别完成了归化球员在俱

乐部和在国家队中的登场。

再后来，埃尔克森、高拉特、费尔南多都

相继进入归化名单。就算中国足球应不应该

让非华裔归化，球迷各执一词，足协依然两耳

一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自己的计划。一转

眼，埃尔克森已经变成艾克森，学写了中文、

学唱了国歌、也穿上了国足球衣。

再到一个月前，中国足协迎来了历史上

第一位非体育系统出身的足协主席：陈戌源，

也让球迷们看到了中国足球像篮球、乒乓球

那样开始“专业人办专业事”的希望。

可以说，中国足球迈的步子比中国篮球

更大。这一顿操作猛如虎之后，国足终于要

踏上战场来检验。

今晚11点，国足就将迎来漫长世预赛之

旅的首个对手，马尔代夫。本次世预赛40强

赛，中国与叙利亚、菲律宾、马尔代夫和关岛

同分在 A 组，签运虽不错，但也不能掉以轻

心。

马尔代夫和关岛是小组中实力较弱的对

手，说是鱼腩，并不过分，两队都不可避免会

沦为其他对手刷分和刷净胜球的对象。5

日，马尔代夫与关岛已经进行了一场较量，最

终，马尔代夫1:0力克关岛，取得了世预赛的

开门红。

从交战记录来看，国足对阵马尔代夫四

战全胜。对于国足来说，首场世预赛的压力

相对较小，重点还是在锻炼队伍、磨合阵容，

不论是艾克森的加入，武磊从西甲的归来，还

是里皮启用的一批新人，都需要找到比赛节

奏，更重要的，是找到冲击世界杯的感觉。

这已经是国足第 12 次向世界杯发起冲

击了，此前仅成功过的一次，成为所有球迷至

今难忘的梦幻夏天。而这次的重新出发，也

因为这支国足的不同，而被赋予更多的期待。

上一届世界杯预选赛，国足虽然倒在了

12 强赛，但也可以赢韩国、赢卡塔尔。这一

届，重新升级后的国足，40强赛出线是底线，

12强赛才是最终的战场。

本报记者 宗倩倩

第12次冲击世界杯之旅启航

今晚11点，国足客战马尔代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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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采 访 孙

铭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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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林波

压哨进了 12

人 名 单 ，孙

铭徽在本届

男篮世界杯

中的表现得

到了认可。

世界杯开赛前，大家都在讨论这中国男篮 12 人名单里，

带上谁，不带上谁。就在正式名单公布前几天，欧洲媒体提前

爆出的名单和央视提前制作的中国男篮12人宣传海报里，都

没有孙铭徽的名字。

不过12人名单没公布呢，周鹏受伤不能前往世界杯的消

息就先宣布了，中国男篮的 12 人大名单自动产生，孙铭徽也

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其中一员。

即使进了12人名单，由于中国男篮阵中已经有了四名后

卫，业内分析孙铭徽进入轮换的时间并不会多。这一切，在中

国男篮对波兰男篮的那场关键比赛，郭艾伦五犯下场，中国男

篮在外线又迟迟打不开局面时，发生了变化。

第三节还有5分钟时，孙铭徽被替换上场，李楠当时给他

的首要任务就是死死盯住波兰的归化后卫斯劳特，在联赛里

就经常要负责看住对方小老外的孙铭徽，在这方面经验丰富，

几个回合下来，大家都感叹：“孙铭徽防得可以啊。”而当进入

加时赛，孙铭徽最后 40 秒出手三分命中的时候，大家都以为

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只可惜最后功亏一篑。

虽然没有能够成为球队的“奇兵”、“救世主”，但是孙铭徽

的表现让大家眼前一亮。于是在之后的比赛中，每当中国男篮

在外线遇到阻碍时，大家都会想起孙铭徽，“换他上去试试。”

第三节，第二节，首发⋯⋯孙铭徽上场的时间越来越早。

到最后一场对尼日利亚的比赛，他成为了首发球员，全场打了

21 分钟，拿到了全队最高的 9 个助攻，数据仅次于易建联和

方硕，也成为了整个世界杯他打得最出色的一场。

虽然成为了世界杯结束之后少数几位得到球迷肯定和夸

奖的球员之一，不过对自己在世界杯的表现，孙铭徽的评价

是：“中规中矩，在场上做自己该做的，把特点算是发挥出来

了，在防守和进攻方面也算是帮助了球队。”

真实情况可没有他说得那么轻描淡写，在对尼日利亚比

赛的最后一个上篮，孙铭徽空篮没进，赛后经过混合采访区时

他还挺着，回到更衣室，脚就坚持不了，最终他是坐着轮椅被

推出球场的。

事后孙铭徽告诉记者，最后上篮那一下，抻到了脚，当时

还担心会不会有骨折，所以赛后他就被送去了医院，“幸好骨

头没问题，第五趾骨那里挤了一下。”为了中国男篮，孙铭徽可

谓是拼到了最后一刻。

无论最后结果如何，在孙铭徽看来，这段世界杯的经历都

是珍贵的，“对之后在联赛中的表现，肯定有很大帮助。”

是的，生活还要继续，孙铭徽接下来要面对的，又是新的

一段路程，他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话，感谢球迷的同时也感叹

道：“我会继续努力，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让大家

继续认识我知道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