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超
7月28日
18:00北京人和 VS 上海上港
19:30大连一方 VS 天津泰达
19:35贵州恒丰 VS 河南建业
19:35河北华夏 VS 广州富力
19:35江苏苏宁 VS 山东鲁能
20:00上海申花 VS 北京国安
7月29日
19:35广州恒大 VS 重庆斯威
19:35天津权健 VS 长春亚泰
国际冠军杯
7月28日
19:30阿森纳 VS 巴黎圣日尔曼
23:00切尔西 VS 塞维利亚
7月29日
01:00本菲卡 VS 尤文图斯
02:00切尔西 VS 国际米兰
05:00曼联 VS 利物浦
07:00拜仁慕尼黑 VS 曼城
11:00巴塞罗那 VS 热刺
7月30日
19:30巴黎圣日尔曼 VS 马竞
F1匈牙利站
7月28日21:00 排位赛
7月29日21:10 正赛
昆山国际男篮锦标赛
7月28日
15:25 中国红队 VS 塞尔维亚
7月29日
19:35 中国红队 VS 乌克兰
7月30日
19:30 中国红队 VS 安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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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3日发行的《西宁晚报》A27版，公布湟源顺合货运有限公司因未履行债务被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企业代码：916301236791876598。

现声明：2018年7月3日，因我院将该公司纳入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2018年第二
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存在瑕疵，现依法律程序已屏蔽该失信信息。

特此声明
湟源县人民法院
2018年7月27日

声明 公告
7月24 日，“西宁旅游”微信以旺季保障发布《西宁市旅游市场规范整治情况通报》一篇，

其中通报关停的购物场所晶珠藏药博物馆，无此单位，通报有误。被关停的违规场所实名为
晶晶藏医药文化馆（工商部门登记证名称为：西宁市城北区晶晶特产经销部）。“西宁旅游”微
信已于7月26日撤销了24日发布的《西宁市旅游市场规范整治情况通报》，重新发布了《西宁
市旅游市场规范整治情况通报》。

西宁市旅游局
2018年7月27日

甜瓜三方交易完成将赴火箭
新华社南京7月26日电（记者刘宇轩

王恒志）2018年道达尔·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将于7月30日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开赛，中
国队将派出强大阵容出战。

赛事组委会26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
了本届世锦赛中国羽毛球队的阵容和大赛
整体准备情况。据悉，男单名将谌龙、石宇
奇、林丹、黄宇翔出战。女单阵容由陈雨菲、
何冰娇、陈晓欣三位选手组成。

双打三个项目上，中国队全部满额参
赛。男子双打卫冕冠军刘成/张楠，女子双
打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陈清晨/贾一凡，混
合双打名将郑思维/黄雅琼将悉数亮相。

国羽双打主教练张军介绍，近年来，各
队在男子双打项目上竞争激烈，马来西亚、
印尼、丹麦等队都不容小觑，队员们会争取
最好成绩。“我们要放低姿态、全力以赴备
战，把过程做好了，结果才会好”。

新华社香港7月26日电（记者刘宁）正
在香港体育学院备战2018年亚运会的中国
游泳名将孙杨26日表示，要想保持好的竞
技状态，训练备战一刻不能放轻松。

当天上午下了一阵小雨，香港体育学
院游泳馆里感觉更加闷热。拉伸，入水！
自由泳，仰泳，变换着泳姿的孙杨上午进行
了三个多小时的训练。

教练朱志根在泳池边的白板上记录着
孙杨的成绩。外教丹尼斯则拿着两只秒表
在泳池边跟随着孙杨。孙杨游完几个来
回，探出水面，不时跟丹尼斯进行交流。

孙杨坦言，作为一名优秀运动员，对于
训练，一刻都不能放轻松。

孙杨透露自己前段时间感冒了，“来之
前在新加坡的训练强度也比较大。来了
（香港）后就出现咳嗽，感冒非常严重，我们
（运动员）一般又不能吃感冒药，所以好的
就比一般情况下要慢，而且还要进行高强
度训练。馆里前段时间非常闷热，而且泳
池的消毒水对咽喉的刺激也是非常大的。
身体状况不是很理想，但是想到距离比赛
没有多少时间了，自己能坚持还是坚持。
觉得自己如果休息，心理上会跟自己过不
去，因为对自己要求比较高。”

第18届亚运会将于2018年8月18日至
9月2日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印尼南苏门答
腊省首府巨港等城市举行。

孙杨在港训练备战亚运会会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7月26日
消息，老鹰队官方正式宣布，与雷霆队
和76人队完成一笔三方交易，从俄克拉
荷马城得到卡梅隆·安东尼等筹码。

当地时间周三，来自 ESPN 薪资专
家鲍勃-马克斯的报道称，在76人队官
方宣布签下2017年次轮秀乔纳·博尔登
（4 年 700 万美元）后，等待多时的关于
“甜瓜”的三方交易即将完成。

三方交易的具体内容是-雷霆队
将“甜瓜”和2022年受保护首轮签送去
亚特兰大，从老鹰队得到丹尼斯·施罗
德；同时老鹰队还将年薪500万美元的
迈克·穆斯卡拉送去费城；76人队将蒂
莫泰·卢瓦乌-卡巴罗送去俄克拉荷马
城，并将贾斯汀·安德森送去老鹰队。
据悉，雷霆队送出的2022年首轮签为乐
透保护，如果届时这个首轮签最终为乐
透签的话，老鹰队将得到两个次轮签。

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老鹰队已经承
诺，将在随后裁掉“甜瓜”，也就是安东
尼将得到下赛季完整的2790万美元的
年薪。而在度过48小时澄清期后，安东
尼将成为完全自由球员。

根据 NBA 记者马克·斯坦恩先前
的报道，一旦成为完全自由球员，安东
尼将与火箭队签下一份为期 1 年价值
240万美元的老将底薪合同。

这笔三方交易对雷霆队来说，节省
了大约7300万美元的支出；同时施罗德
将补强球队的后场深度。施罗德的现
有合同还剩 3 年，平均年薪 1550 万美
元。上赛季他场均出场30.9分钟，交出
19.4分6.2助攻3.1篮板1.1抢断的数据。

现年34岁的安东尼上赛季为雷霆
队打了 78 场常规赛，场均出场 32.1 分
钟，有16.2分5.8篮板1.3助攻入账。

在这笔交易中，老鹰实际上并不需
要安东尼，他们之所以愿意吃下安东尼
的合同，一方面是为了甩掉施罗德的长
期合同，另一方面就是得到雷霆的选秀
权。老鹰处于重建阶段，安东尼显然也
不会考虑为这支球队效力。所以在这
笔交易正式完成之后，老鹰将会买断安
东尼。

根据规定，安东尼被老鹰买断之
后，在度过48小时的澄清期后会恢复自
由身。媒体此前已经报道，安东尼将决
定加盟火箭，跟哈登、保罗联手。由于
被老鹰买断之后，安东尼依然能够领到
合同中足额的薪水，所以他对在火箭的
薪资并没有什么要求。据悉，安东尼和
火箭将要签署的是一份一年240万美元
的底薪合同。

对于安东尼而言，这可能是他职业
生涯至今冲击总冠军最好的一次机
会。在今夏自由市场，火箭失去了阿里
扎和巴莫特两大锋线悍将，而安东尼的
加盟填补了球队的损失。安东尼和塔
克将成为火箭新赛季的主力锋线，两人
可以在三四号位上灵活切换。

另外，安东尼随着年龄增长，运动
能力在下滑，但他的中远投依然是令联
盟对手胆寒的进攻武器。而火箭恰恰
有哈登和保罗两大组织大师，在这两人
的调度之下，安东尼将会得到更多轻松
的投篮机会，给予球队应有的贡献。

新赛季，卫冕冠军勇士在得到考辛
斯之后如虎添翼，湖人签下詹姆斯也是
雄心勃勃，而火箭是上赛季联盟的常规
赛冠军，并且在季后赛中打入西部决
赛，他们在组建哈登、保罗和安东尼的
组合后，自然也已经把目标锁定在了总
冠军奖杯上。

本报综合消息 之前，由于伤病和竞技状态等原
因，关于中国女排雅加达亚运会的参赛名单，在球迷中
有不少猜测。7月25日，随着国家体育总局公示亚运
会中国代表团名单，中国女排此次的阵容终于水落石
出，很多球迷关心的曾春蕾、朱婷和伤愈复出的张常宁
悉数在阵。全部主力出战亚运会，郎平的目标自然是
直指金牌。

由于今年有世界女排锦标赛，此前有媒体和球迷
猜测，郎平也许会让一些主力轮休，不参加亚运会，而
派一支国家女排“二队”出征。不过，随着日本女排和
韩国女排决定全部主力出战亚运会，再加上还有虎视
眈眈的泰国女排，中国女排决定针锋相对，也派遣全部
主力出战亚运会，为世锦赛热身。

从世界女排大奖赛的情况看，中国女排在二传手的
位置上需要加强，此次亚运会，来自江苏的刁琳宇入选，
也是主帅郎平试图改变现状的尝试。张常宁手术之后一
直没有亮相，有传闻她的竞技状态一般，但为了备战世锦
赛，郎平仍然选择了张常宁。至于曾春蕾，虽然之前她参
加的国际比赛极少，但郎平这一次依然选择带上她。

中国女排征战雅加达亚运会的14人名单是，二传
手：丁霞、刁琳宇，主攻手：朱婷、张常宁、李盈莹、刘晓
彤，副攻手：颜妮、袁心玥、胡铭媛，接应二传手：曾春
蕾、龚翔宇、杨方旭，自由人：林莉、王梦洁。

由于今年亚运会时间和男排世锦赛时间相隔太
近，中国排协决定派出中国男排B队出战亚运会，主教
练是沈琼，14名队员是，二传手：詹国俊、李润铭，主攻
手：张晨、仲为君、袁党毅、俞元泰，副攻手：李睿、张哲
嘉、彭世坤、李渊博，接应二传手：王径一、李立业，自由
人任琦、陈嘉杰。

熊朝忠

新华社伦敦7月25日电 英超富勒姆俱
乐部25日宣布，2014年世界杯冠军队成员、
德国人许尔勒通过租借方式从德甲多特蒙
德加盟而来，他将为富勒姆效力两个赛季。

27岁的许尔勒在2013年加盟切尔西，此
次为富勒姆效力也让他再度回到英超赛
场。在 2014-2015 赛季一半的时间里他被
租借至沃尔夫斯堡。

许尔勒在德国国家队共出战57场，打入
22球，并在2014年随队获得世界杯冠军。不
过，他并未入选此次俄罗斯世界杯的国家队
阵容。

羽毛球世锦赛进入倒计时

中国队派出强大阵容参赛

许尔勒租借加盟富勒姆

新华社青岛7月25日电（记者丁文娴
张旭东）盖世拳王·WBA世界拳王争霸赛25
日在青岛国信体育场举行了媒体见面会和
公开训练。赛事将于 27 日进行，届时中国
首位世界职业拳王熊朝忠将打响个人第七
次世界冠军战，去年战胜邹市明的日本拳手
木村翔则将发起自由卫冕。

本次争霸赛的头条主赛由熊朝忠挑战
WBA迷你最轻量级世界拳王、泰国五星级
拳王坦玛农·尼永德荣。去年10月，熊朝忠
在自己的复出战中击败泰国拳手潘亚·普拉
达斯里，获得了对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尼永
德荣的强制挑战权。

这场比赛将是35岁的熊朝忠的第七次
世界拳王战，面对比自己小8岁的对手，他

表示“年龄不是问题”，自己已经为这场比
赛准备了2个月，在教练和团队的安排下针
对对手的打法、风格制订了训练计划，“我对
这场比赛、对自己充满信心”。

尼永德荣职业战绩 17 战全胜。谈到
即将到来的对决，他认为，熊朝忠有经验
优势，但是自己速度快，可以采用贴身战
术。

本次赛事的联合主赛是由日本现WBO
蝇量级世界拳王木村翔迎战菲律宾拳手福
罗兰·萨鲁达。一年前在上海从邹市明手中
夺下金腰带的“草根拳手”木村翔直言，现在
生活状况有了极大改善，不用再去打工，有
很多时间可以用来训练，他希望这次在“福
地”中国再次获得成功。

熊朝忠再战拳王熊朝忠再战拳王：：年龄不是问题年龄不是问题！！

曾春蕾朱婷张常宁悉数在阵

中国女排全主力出战亚运会中国女排全主力出战亚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