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房屋所有人张忠德将坐落在磐石市东宁

街冬晨现代城A区6号楼-141，结构：混合，建
筑 面 积 ：65.29 平 方 米 ，所 有 权 证 号 ：
0007006000800002951的房屋所有权证遗
失，现声明作废。

申请人：张忠德
2017年6月2日

公 告
房屋使用权人：乾安县宇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坐落：乾安镇昆池街听月苑小区4号
楼9单元301室，用途：住宅，建筑面积：72.91
平方米，建筑结构：混合，所有权证号：
20085742，因保管不善将房屋所有权证丢失，
现声明作废。现房屋使用权人申请补发证
书。与此相关的权利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应
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乾安县不动产登记中
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无提出异议申请的，根
据不动产权登记的相关规定，予以补发证书。

乾安县国土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7年6月2日

●苗萌将建筑施工项目负责人证
丢失，证号：吉建安B（2010）0000515，
丢失声明作废。

●陈亚卓将建筑施工项目负责人
证 丢 失 ，证 号 ：吉 建 安 B（2010）
0000513，丢失声明作废。

●吴玲将建筑施工项目负责人证
丢失，证号：吉建安B（2010）0000519，
丢失声明作废。

●田猛将建筑施工项目负责人证
丢失，证号：吉建安B（2010）0000514，
丢失声明作废。

●陈华将建筑施工项目负责人证
丢失，证号：吉建安B（2010）0000518，
丢失声明作废。

●高鸿雁将建筑施工项目负责人
证 丢 失 ，证 号 ：吉 建 安 B（2010）
0000516，丢失声明作废。

●孙浩然将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
作 资 格 证 丢 失 ，证 号 ：吉
C042013002577，类别：起重机司机
（T），声明作废。

●吉林省拓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许可证正本丢失，证号：（吉）
JZ安许证字[2011]002175，特此声明。

●杨义坤将 610012号警官证丢
失，特此声明。

●鹿瑶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
书 丢 失 ， 身 份 证 号 ：
220602199309060624，证 书 编 号 ：
2216001009347，打印时间2016年10
月15日，声明作废。

●孙博浩铭，2016年7月30日出
生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
Q220086115，声明作废。

●磐石市吉昌镇人民政府，法人章
一枚丢失，编号为：2202080004849，
声明作废。

●磐石市富太镇项春百货商店将
开户许可证（正本）丢失，核准号：
J2423000763601，声明作废。

● 韦 锴 身 份 证
22010619830630181X丢失，声明作废。

●张兆群将警官证丢失，证件号码
为402034，声明作废。

●蓝天遗失中海莱茵东郡D1栋1
门802室购房合同一份和收据一份，合
同 号 0000000000267874，收 据 号
0039030，声明作废。

●吉林省更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012001，将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132，将建筑
工 程 施 工 许 可 证 ：

22072221201050101，将建设用地批
准书：11085，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2011032丢失，声明作废。

● 唐 伟 将 编 号 为
1108051901400092的中式烹调师证
丢失，声明作废。

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招标项目编号：JLZZ-17-079

一.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长春市双阳区西广场改造工程已由长双
发改审批字[2016]209号文件批准建设，招标人为长春市双阳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建设资金来自政府投资，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对该
项目的监理、施工进行公开招标。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2.1 建设地
点：长春市双阳区；2.2 建设内容及规模：总占地面积9398.6m2。2.3
招标范围：一标段：（招标编号：JLZZ-17-079-01）长春市双阳区西广场
改造工程施工监理；二标段：（招标编号：JLZZ-17-079-02）长春市双阳
区西广场改造工程施工；2.4 工期：2017年7月3日至2017年11月15
日；2.5 质量标准：符合国家现行工程质量验收合格标准及相关行业标
准的合格工程。三.投标人资格要求：3.1一标段投标申请人须是具备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丙级（或以上）的独立法人
单位。拟派出的总监理工程师须是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具有中级（或
以上）职称。二标段投标申请人须是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市
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或以上）的独立法人单位，并在人员、设
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
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和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书。3.2 拟派出的项目管理人员，应无在建工程，否则按废标处
理；投标单位的注册建造师中标后需到本项目招投标监督主管部门办
理备案手续。3.3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3.4 外省入吉企业在
我省承揽工程须按照吉建管【2015】50号文件及吉建管【2016】1号文件
规定办理企业信息登记。3.5 拒绝列入政府取消投标资格记录期间的
企业或个人投标。四.招标文件的获取：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年6月6日至2017年6月12日，每日上午8：30时至11：30时，下午
13：00时至16:00时(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持法人营业执照（副
本）、资质证书（副本）、法人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以上证件原件
及复印件) 到长春市高新区卫星路以南致远街以东盈泰国际1幢1110
室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1000元，售后不退。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
同)为2017年6月26日9时30 分，地点为长春市政务中心三楼第三开标
室 。5.2 逾期送达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5.3 投标人不足三家时，招标人另行组织招标。六.发布公告的媒介：本
招标公告在《吉林省建设信息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日报》上
同时发布。七.联系方式：招标人：长春市双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
系人：田庆凯，电话：0431-84210633，招标代理机构：吉林中筑工程建设
招标代理有限公司，联系人：马丽娜，电话：0431-85118118。

注销公告
吉林省龙宇粮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注册

号：220381200123221）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本公司已成立清
算小组，清算组由徐亮、牟笛赫组成，徐亮为清
算组组长，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公司清算组地址：公主岭市怀德镇工业集
中区长郑路北侧，联系人：徐亮，电话：
18844447811。

尊敬的各位客户：
为积极吸纳社会建议，提高社会公民保险认知度，解决客户信访

投诉问题，我分公司本部及各地区中心支公司将开展总经理接待日
活动，届时，我公司将对以下问题听取您的建议：

一、涉及公司干部、员工职业操守方面的问题；
二、保险合同纠纷、营销和售后服务纠纷以及其他保险经营行为

引起的民事纠纷；
三、其它涉及公司管理和发展的意见、建议。
请于6月14日前与您所在地区机构约访联系人取得联系，我们

将在6月15日统一安排您到公司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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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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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分公司总经理接待日的公示

李姝

赵鑫

安彦丽

张慧

宋秀丽

杨桂梅

李莹莹

李娜

孙咏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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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3-5018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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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JLTXY-[2017]-199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珲春老龙口水利枢纽溢洪道水毁应急治

理工程已由吉林省水利厅以吉水技[2017]131号文件批准建设，建设
资金为省级水利建设基金。招标人为吉林省老龙口水库管理局，招标
代理机构为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
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2、工程概况与招标内容。本工程位于
吉林省珲春市境内。项目名称：珲春老龙口水利枢纽溢洪道水毁应急
治理工程。招标编号：JLTXY-[2017]-199。招标内容：建筑工程、临时
工程等。计划工期: 2017年9月10日至2018年6月30日。3、投标人
资格要求。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1）独立法人资格；（2）具
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以上（含贰级）资质的企业法人单位；
项目经理必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贰级以上（含贰级）注册建造师证
书，技术负责人必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3）投标
人在近五年内完成过类似工程；（4）良好的财务状况及商业信誉；（5）企
业信息已在吉林省水利建设信息平台www.jlssljsxx.com公开，且人
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工程施工能力。3.2本次招标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4、招标文件的获取。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
年6月19日至2017年6月23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天
上午8：30分至下午16:00时（北京时间，下同），在www.jlssljsxx.com
项目信息公开专栏自行下载。4.2每份招标文件成本费为2000元，投
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时交纳给招标代理机构。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7年7月10
日上午9：00时地点为吉林省政务大厅四楼开标室（长春市人民大街
9999号）。6. 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www.jlss-
ljsxx.com、吉林省建设信息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日报》、吉林
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上发布。招标人：吉林省老龙口水库管理局，联
系人：陈国坛，联系电话：0431-84994183 0433-7859506。招标代理
机构：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联系人：蔡立红，联系电话：
18626627185 0431-81331333。

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招标编号：JLTXY-[2017]-201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梨树县2018年度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
理项目可研及设计单位入围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项目业主为梨树县
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招标代理机构为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现对编制可研及设计单位入围进行公开招标。2、项目概况及招标
范围。2.1项目概况：梨树县2018年度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可
研及设计单位入围。2.2服务周期：（1）按照吉林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
室文件规定的日期前提交可行研究报告及设计；（2）招标设计、施工图
设计等根据工程进度提供。2.3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2.4
合同期：从签订合同之日起至项目竣工验收之日止。3、投标人资格要
求。（1）必须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为独立法人或其他组
织机构；（2）水利行业乙级及以上设计资质；（3）投标人近三年（2013
年-2015年）财务状况良好；（4）信誉良好，无不良履约记录；（5) 本次
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4、投标报名所需材料。购买招标文件条件：
投标人凭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资质等级证书上述证件的原件及
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购买招标文件。5、招标
文件的获取。5.1凡通过上述报名者，请于2017年6月6日至2017年6
月12日每日上午8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13时00分至16时00分
（北京时间，下同），到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长春市净月开
发区临河街8377号中海国际广场A座1608室）购买招标文件。5.2 招
标文件每套售价人民币800元，售后不退。6、投标文件的递交。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7年6月27日09
时30分，地点为长春市净月开发区临河街8377号中海国际广场A座15
楼会议室。6.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
不予受理。7、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吉林日报》、吉
林省建设项目招标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发布。8、联系方式。招标
人 ：梨 树 县 农 业 综 合 开 发 办 公 室 ，联 系 人 ：孙 先 生 ，电 话 ：
0434-5269521。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地
址：长春市净月开发区临河街8377号中海国际广场A座1608室，联系
人：王女士，电话：18843095005。

遗失声明
房屋所有人刘海涛将坐落在磐石市东宁

街红大嘉园二期E#一车库00007，结构：混
合，建筑面积：21.99 平方米，所有权证号：
0005008000800022529的房屋所有权证遗
失，现声明作废。

申请人：刘海涛
2017年6月2日

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编号：JLTXY-[2017]-202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抚松县露水河镇镇区污水处理工程监理
已由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吉发改审批【2016】252号文件批准建
设，项目业主为抚松县蓝天碧水基础设施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建设资金
来源财政拨付,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招标人为抚松县蓝天碧水基础
设施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为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监理进行公开招标。二.项
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抚松县露水河镇镇区污水处理工程
监理 2.2项目编号：JLTXY-[2017]-202 2.3监理服务期：监理合同生
效起至工程竣工、验收、工程保修期结束止 2.4招标规模：抚松县露水
河镇镇区污水处理工程监理。2.5招标规模：50万元 2.6工程建设地
点为露水河镇区南侧，露水河南岸，站前社区三委一组。2.7工程质量
要求符合 国家、省、市及相关行业合格 标准。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申
请人须是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市政公用工程专业监理丙级及
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监理能力。3.2 本次
招标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3.3 外省入吉建筑企业应按照吉建管
【2015】50号、吉建管【2016】1号文件办理企业信息登记。3.4 拒绝列
入政府不良行为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6月6日至2017年6月12日(法定
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9时00分至11时00分，下午13时
00分至16时00分，在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长春市净月开
发区临河街8377号中海国际社区A座1608室）持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
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企业资质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法人
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加盖
单位公章、授权委托书原件购买招标文件。4.2招标文件每份1000元，
售后不退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
止时间，下同)为 2017年6月27日14时00分，地点为抚松县住建局二
楼招投标会议室。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
招标人不予受理。5.3每标段有效投标人不足三家时，招标人另行组
织招标。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吉林省建设信息
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日报上发布。七.联系方式 招标人：抚松
县蓝天碧水基础设施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尹艳辉 电
话：0439-6212092 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
系人：位欣 电话：0431-81331333 13756656902 招投标监督管理部门：
抚松县招投标管理办公室

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编号：JLTXY-[2017]-118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抚松县露水河镇镇区污水处理工程已由
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吉发改审批【2016】252号文件批准建设，项
目业主为抚松县蓝天碧水基础设施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建设资金来源财
政拨付,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招标人为抚松县蓝天碧水基础设施建
设有限责任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为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
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二.项目概况与
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抚松县露水河镇镇区污水处理工程 2.2项目
编号：JLTXY-[2017]-118 2.3计划工期：2017年7月5日至2018年9月
30日 2.4建设规模：新建处理规模为0.3万吨/日的污水处理厂1座（远
期规模为1万吨/日），新建格栅及污水提升泵房、污水处理综合池、深度
处理间、污泥脱水间等。2.5招标规模：2272.089945万元。2.6工程建
设地点为露水河镇区南侧，露水河南岸，站前社区三委一组。2.7工程
质量要求符合 国家、省、市及相关行业合格 标准。三.投标人资格要
求 投标申请人须是具备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投标申
请人拟派出的项目经理须具备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市政工程二级建造
师及以上执业资格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3.2 本次招标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3.3 外省入吉建筑企业应按照吉建管【2015】50
号、吉建管【2016】1号文件办理企业信息登记。 3.4 拒绝列入政府不
良行为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
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6月6日至2017年6月12日(法定公休日、法定
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9时00分至11时00分，下午13时00分至16时
00分，在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长春市净月开发区临河街
8377号中海国际社区A座1608室）持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单
位公章、企业资质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加
盖单位公章、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授权委托
书原件购买招标文件。4.2招标文件每份1500元，售后不退 五.投标文件
的递交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7年6
月27日9时00分，地点为抚松县住建局二楼招投标会议室。5.2 逾期送
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5.3每标段有效
投标人不足三家时，招标人另行组织招标。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
标公告同时在 吉林省建设信息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日报上发布。
七.联系方式 招标人：抚松县蓝天碧水基础设施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
人：尹艳辉 电话：0439-6212092 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 联系人：位欣 电话：0431-81331333 13756656902 招投标
监督管理部门：抚松县招投标管理办公室

注销公告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佳琦五味子农民专业

合作社经股东会决定终止经营，注册号：
932200000722989345公司清算组已全部清
算完毕，根据公司会议决定注销。

特此公告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佳琦五味子农民专业

合作社
2017年5月20日

注销公告
通榆县边昭镇文国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注

册号：220822NA000007X），于 2017 年 5月
15日决定注销，从即日起成立清算组，对合作
社债权债务依法进行清算。请债权人自见报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请债权。
清算组成员为于文国（负责人）。

特此公告。
联系人：于文国
联系电话：13596828066
通榆县边昭镇文国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2017年5月23目

长春市职工羽毛球赛圆满落幕

本报讯（记者聂芳芳）由长春市总工会、长春市体育局主

办，长春市职工文化体育协会、长春市体育中心承办的“文化

长春·活力职工”2017年长春市职工羽毛球赛于近日圆满落

幕。这次大赛，有 69支代表队的 800余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是近5年来举办的各项活动中参赛队伍最多、参赛人数最庞

大的一项体育赛事，充分体现了广大职工对羽毛球运动的重

视与喜爱。

公主岭市举办新城区健步行活动

本报讯（伊少军）近日，由公主岭市委、市政府主办，公主岭市

直机关工委、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总工会承办的“全民健

身 活力机关”新城区健步行活动在市委门前拉开序幕。全市74

个部门（单位）1800名干部群众，从市委门口出发，沿公主大街向

西行至岭西七路，南行至国文大街，沿国文大街向东行至怀德大

路，最终返回市委，全程约7公里。活动中，大家精神抖擞、意气

风发，在你追我赶的同时，也不忘浏览沿途的美景，在尽享休闲健

身乐趣之余增进了职工间的感情交流。

活跃职工生活举办棋牌赛

本报讯（路新文）为活跃职工文化生活，提高职工们对棋牌的

兴趣，近日，农发行伊通县支行举办棋牌赛。本次棋牌比赛共有

三类比赛项目，分别是中国象棋、跳棋、扑克牌。每项比赛都通过

抽签的形式进行分组，设置比赛时间，参赛选手本着友谊第一比

赛第二的宗旨，以下棋玩牌的方式，达到娱乐的目的。选手们赛

出了风度，赛出了品格，增进了友谊。

举办篮球赛 职工献精彩

本报讯（王新）为构建和谐向上的企业文化，促进精神文明建

设，调动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农发行吉林市分行营

业部日前举办了职工篮球赛。比赛过程精彩纷呈，双方队员积极

跑位、巧妙传球。激烈的比赛体现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

育精神，充分展示了职工们的拼搏意识，增进了职工之间的相互

了解，为全行更好、更快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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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Email:jlrbBS3BS@163.com 电话：（0431）88600592

简简 讯讯

本报6月5日讯（记者张
政）吉林九台农商银行东北

虎队已于 6月 4日结束休假

重新集结，而在今日，全队在

俱乐部董事长孙军的主持下

召开全体会，宣布韩国籍教

练金容植将在下赛季担任球

队主教练。

据了解，金容植，韩国国

籍，1973年出生，毕业于韩国

建国大学，曾在美国UCI大学

进修两年。职业生涯：代表韩

国釜山大学篮球队参加韩国

大学联赛，随后进入韩国联赛

釜山KT队效力十年，退役后担

任助理教练6年。在美国进修

后到建国大学篮球队担任助

理教练。2013年到吉林九台

农商银行东北虎少年队担任

主教练，2017年担任吉林男篮

全运U18队主教练。

吉林男篮5月7日结束全

运会附加赛最后一场比赛后

开始放假，于今天上午重新投

入训练。在全运会比赛期间，

金容植曾以助理教练身份出

现在替补席中。今天上午的

训练全队在无球状态下进行

磨合，在金容植的带领下球员进行拉伸以恢复状态。

除入选国家队的崔晋铭以及仍有全运、体院杯等比赛

任务的几名球员外，球员基本按时归队。

训练前，主教练金容植与已经十分熟悉的球员们

简单问候，同时任命张彪为队长。今年是吉林东北虎

俱乐部成立20周年，在新赛季前球队还会有季前赛，

邀请赛及东北虎20周年省内巡回赛等练兵机会，期待

在这个节点上，新上任的主教练金容植能为球队带来

提高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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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4日电（记者李博
闻）杜兰特和库里合力轰下65分，金州勇士

4日在主场以132比113再度大胜克利夫兰

骑士，在美职篮总决赛七战四胜系列赛中2

比0领先。目前勇士本赛季季后赛战绩是

完美的14胜0负。

继上一场的爆炸性表演后，杜兰特

本场继续出色发挥，贡献 33 分、13 个篮

板和 6次助攻。库里取下 32分、10个篮

板和 11次助攻的三双，这也是他职业生

涯季后赛的首次三双。克·汤普森一扫

本赛季季后赛的低迷，三分球 7 投 4 中

得到 22分。格林贡献 12分、6个篮板和

6次助攻。詹姆斯为骑士送出 29 分、11

个篮板和 14 次助攻的三双，乐福贡献

27 分，欧文入账 19 分和 7 次助攻。特·
汤普森只得到 8分，JR 史密斯更是一分

未得。

首节勇士以40比34领先6分进入第二

节。第二节9分57秒，克·汤普森命中三分

球，勇士再度以47比35领先两位数。关键

时刻，詹姆斯挺身而出连得6分，欧文命中

压哨抛投，中场时骑士将比分追至64比67

只差三分。

第三节后半段勇士打了骑士一个7比

0，再度将领先优势拉大到两位数，该节结

束时勇士以102比88领先14分。第四节还

剩不到7分钟，杜兰特和库里相继命中三分

球，勇士将分差扩大到20分，比赛再次提前

进入垃圾时间。

NBA总决赛第二场

勇士又大胜 2比0领先骑士
近日，球迷所关注的本赛季欧冠巅峰对决在威尔士卡迪

夫千禧球场落下帷幕，C罗的梅开二度，力助“银河战舰”皇家
马德里4比1击败尤文图斯，夺得了队内第12个欧冠冠军，并
一举成为自1992年欧冠改制以来第一支卫冕成功的球队。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无疑是天赐皇马的良将，他是
皇马问鼎欧冠的股肱之臣。这位32岁的葡萄牙著名球星
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截至目前，C罗已经获得过4次金
球奖，4次金靴奖，并于2008年和2016年两次获得国际足联
世界足球先生。在本次欧冠巅峰对决中，他再一次帮助球
队创造了历史，在梦想开始的地方再度封王。

在去年的欧冠决赛中，C罗帮助皇马成功获得了当赛
季的欧冠冠军，而从那之后，C罗可谓是拿奖拿到手软。在
去年夏天的欧洲杯赛场上，C罗带领不被看好的葡萄牙队
一路夺得冠军，创造了不小的奇迹。欧冠和欧洲杯上的成
功，也让C罗夺得了欧足联评选的2016年欧洲最佳球员。
时隔5年，C罗再次帮助皇马重夺西甲联赛冠军，又用两粒
进球帮助皇马问鼎欧冠。在过去一年中，C罗总共拿到了9
座极有分量的奖杯。

在当今足坛，C罗是球场上的“全能战士”，他在禁区里
始终是一锤定音的终结者，强烈的自尊心和荣誉感驱使他一
直保持着极强的战斗力。每一场比赛，他几乎都能给球迷带
来惊喜。C罗好比驰骋在绿茵场上的骏马，他的带球速度甚
至比平跑速度还要快一些。C罗的盘带是现役球员中最具
观赏性的，他射门的力量足、射速快，左右脚均能射门，大威
力的远射更是其拿手绝技。

目前，C 罗个人职业生涯的进球数提高到了 600 粒，
蝉联金球奖几乎是胜券在握。今年并无洲际大赛，欧冠
冠军核心球员的地位使其成为年末金球奖热门人选，更
何况C罗是以欧冠+西甲双冠王的筹码参与竞逐，在欧冠
淘汰赛又有极佳表现，几乎铁定可成功卫冕。若 C 罗顺
利卫冕金球奖，将是他第 5 次捧杯，也将追平梅西并列金
球奖历史第一。毫
无疑问，这个赛季的
欧洲大陆，是 C 罗一
个人的舞台。

一个人的欧冠
张宽

近日，为丰富警营体育活动，活跃民警业余生活，营造

健康、快乐的良好氛围，通化市公安局东昌区分局举办了

“生龙活虎抖精神”系列体育活动。活动包括足球、排球、篮

球、拔河、乒乓球、飞镖、跳绳等各种体育项目。

裁判哨声一响，拔河赛场一片欢腾。双方队员使出洪

荒之力，互不相让。两边队员在指挥的指导下一边用力一

边喊口号，为自己的队伍打气助威。场外，领队和啦啦队的

呐喊声此起彼伏，真是热闹非凡。

足球赛场上，队员们个个活力倍出。前锋、中锋、后位，

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带球进攻积极跑动，防守队员寸步不

离，各显身手。羽毛球赛场上，高远球、吊球、杀球等高难度

动作，花样翻新，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丰富的体育赛事，不仅激发了警官们敢于拼搏的竞技

精神，同时也有效缓解了大家的工作压力，鼓舞了士气，增

强了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生龙活虎抖精神
李庆国

本报6月5日讯（记者刘勃）结束了联赛第12轮的

争夺，尚有12强赛任务的国足今天正式开始了在广州

的集训。本次集训，国足最大的对手便是叙利亚队。

按照12强赛目前的小组形式，国足只有客场战胜叙利

亚队才会继续保持争夺小组第三的希望。

由于国安后卫李磊在联赛中受伤且伤势较重，已

经退出本期国足的集训。为此，国足急召亚泰左后卫

范晓冬紧急入替。范晓冬曾入选过去年中国杯的国家

队名单。本赛季，范晓冬代表亚泰在中超联赛登场10

次，收获一粒进球。

为了确保国足能有一个良好的状态，里皮也特意

为球队在广州安排了一场热身赛，对手是技战术特点

与叙利亚颇为相似的菲律宾队。而在比赛之后，国足

将会直接飞往马来西亚，备战6月13日客场对叙利亚

的比赛。

截至12强赛第7轮，中国队以1胜2平4负积5分

暂居A组第五位，仅比排名垫底的卡塔尔队多1分，而

比叙利亚队少3分，所以这场客战叙利亚队，中国队必

须全取三分才能保住最后的小组出线希望。

国足集结备战世预赛

亚 泰 后 卫 驰 援

近日，长春市七拳顶武术俱乐部在长春市二道区成立。长
春少林拳研究会顾问、中国武术协会会员、长春少林拳七拳顶十
三代俗家弟子传承人王树山，着力培养武术童星及武术形象大
使，使习武强身惠及百姓。图为王树山（右二）向群众传授武
艺。 本报记者 张安能 摄

日前，辽源实验幼儿园举行了“快乐足球 多彩童年”活动，全面推广“参与、健康、快
乐、和谐”的幼儿足球文化。图为幼儿进行趣味足球游戏。

本报记者 赵蓓蓓 通讯员 刘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