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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王俊楠
马秀英
张林福
丁发海
沈 勇
韩海兰
王 钧
马雪花
马秀英
马向林
马秀英
丁生元

身份证号
63010219******0416
63010219******0028
63212419******4737
63012119******2513
63010219******0410
63010219******0829
63212719******1114
63212119******1527
63010219******1629
63010219******0458
63010419******0027
63212419******4772

安置小区
万利园17号楼
万利园18号楼
万利园18号楼
万利园18号楼
万利园17号楼
万利园17号楼
万利园17号楼
万利园9号楼
和盛园89号楼
和盛园3号楼
和盛园90号楼
和盛园90号楼

兰新铁路第二双线项目拆迁安置户：
由于你户（详见名单）一直未在规定期

限内缴纳安置房房款，致使我局购置的西宁
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青海隆豪置业有限公
司位于和盛园小区、万利园小区的安置房无
法正常安置。故对以下安置户提出公告：王

俊楠、马秀英等 12 户未缴纳房款的拆迁户，
限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全部缴清
安置房房款，逾期未缴清的，则取消和盛园小
区、万利园小区安置房安置资格。

西宁市城东区建设局
2018年10月31日

公 告

兰新铁路第二双线项目安置万利园、和盛园小区未交房款名单

新华社罗马10月29日电（黎梦青）意大利
足球甲级联赛 29 日晚结束第 10 轮最后一场比
赛。国际米兰客场3：0完胜拉齐奥，拿到联赛客
场四连胜，升至积分榜第二位。

第28分钟，国米打出一次精彩配合，伊卡尔
迪门前得球后轻松挑射破门，为国米先下一城。
第41分钟，布罗佐维奇禁区外一脚大力远射，球
贴地滚入球门左下角，国米再得一分。第70分
钟，伊卡尔迪推射入网。最终，国米3：0取胜，积
分达到22分，并凭借净胜球优势力压那不勒斯，
暂列第二。

本场比赛，多次完成精彩扑救的守门员汉达
诺维奇功不可没。国米目前联赛仅失6球，是联
赛失球数最少的球队。

赛后，伊卡尔迪谈及自己在最近4场意甲比
赛中打进6球的表现时说：“我和球队的状态最
近都很好，今天的比赛中我们能找到空间打出配
合并得分，这反映的正是我们每天训练中所做的
一切。”

新华社巴黎10月29日电 葡萄
牙球星C罗29日表示，由于一段时间
在皇马感受不到主席弗洛伦蒂诺的
重视，再也不被看成是“不可或缺”的
人物，所以他才决定今夏转会尤文图
斯。

“我感觉我在俱乐部里不受重
视，尤其是主席这边，再也不像最初
那样器重我。”这是C罗在接受《法国
足球》杂志采访时所说。

“在前面的四五年时间，我能感
觉到我就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
多。后来，这种感觉越来越弱。”C罗
说。

他还表示：“主席看我的眼神，
就像在告诉我，我不再是不可或缺
的队员。如果你能懂我说的意思。
这就是让我考虑离开的原因。”

今年 7 月，这位 33 岁的葡萄牙
巨星以超过1亿欧元的天价转会尤
文图斯。他与皇马的九年辉煌生涯
就此终止。

他为皇马效力的最后一场比赛
是在今年 5 月的 2017-2018 赛季欧
冠决赛。当时，皇马 3：1 击败利物
浦，上演欧冠三连冠的奇迹。

这场比赛之后，齐达内宣布不
再继续担任皇马主教练一职。对
此，C罗表示：“我转会的决定并非因
为齐达内的离开。不过，他的离开
确实证实了我之前一直在考虑的事
情，也就是我在俱乐部里的处境问
题。”

对于今年的金球奖，他认为自
己“理应”得奖。如果能够如愿，他
将六次斩获该奖，超越梅西。今年
该奖项的评选结果将在 12 月初揭
晓。

不过，这位转会后依旧在球场意
气风发的球星，近期深陷舆论漩涡。

此前，C罗被控于2009年6月13
日在拉斯韦加斯一家酒店对一名叫
凯瑟琳·马约加的女性实施性侵。

对此，C罗告诉《法国足球》：“这
件事肯定影响了我的生活。我有个
伴侣，4个孩子，还有个年迈的母亲，
几个姐妹，一个兄弟，我和所有家庭
成员的关系都很亲近。”

“我知道我是谁，我做了什么。
真相终究会大白。那些指责我甚至
是曝光我生活的人，那些看笑话的
人，你们等着看真相吧。”C罗说。

新华社马德里10月29日电（谢宇智）洛
佩特吉“下课”！皇家马德里俱乐部29日宣
布解除与主教练洛佩特吉的合同，由前皇马
球星索拉里暂时接任一队主帅一职。

皇马在公告中称，俱乐部董事会在当日
举行会议后作出了与洛佩特吉解约的决定，
希望凭借这一举措，“在本赛季所有目标仍
可能达到的当下，改变一队的态势”。公告
中还表示，皇马二队卡斯蒂亚主帅索拉里将
从30日开始暂时执掌一队帅印，他将率队备
战周中的国王杯比赛。

在感谢洛佩特吉及其团队上任以来所
做的努力的同时，公告也指出，董事会认为
皇家马德里作为一支“有8名球员获得本年
度金球奖提名的球队”，“其阵容质量与至今
为止所取得的成绩极不相称”。

洛佩特吉当日上午带队完成了最后一
次训练。在被解职后，他在一份声明中表
示：“我要感谢俱乐部曾给了我这一机会。”
同时他也感谢了球员、俱乐部工作人员和皇
马球迷，并祝愿球队在本赛季接下来的日子
里好运。

洛佩特吉的皇马主帅生涯始终与争议
相伴。作为前西班牙国家队主教练，他在今
年6月因为私自与皇马签约而于世界杯即将
开始时被西足协解除职务。出任皇马主教
练的首场正式比赛，他又遭遇失利，带队输
掉欧洲超级杯。本赛季至今，皇马在14场正
式比赛中仅取得6胜2平6负的糟糕成绩，近
来更是连连失利，目前在西甲积分榜上排名
第九，已被“领头羊”巴萨甩开7分。

“国家德比”客场1：5输给巴塞罗那成了
压倒洛佩特吉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接手皇
马137天后，洛佩特吉黯然离职。

目前皇马仍在积极寻找新帅。由于此
前的热门人选、意大利教练孔蒂与皇马的谈
判进入僵局，预计未来两周内都将由索拉里
执教球队。

新华社马德里10月 30日电 皇
家马德里俱乐部29 日宣布解除与主
教练洛佩特吉的合同，由皇马二队卡
斯蒂亚主帅索拉里暂时接任一队主
帅一职。那么，索拉里是何许人也？

齐达内的前队友
索拉里于 2000 年至 2005 年为皇

马效力 5 个赛季，与齐达内当了 4 年
队友。在 2002 年欧冠决赛对阵勒沃
库森的比赛中，索拉里完美传球，成
就了齐达内职业生涯中的一脚完美
凌空射门。效力期间，索拉里总共出
场167次，攻入16球。

曾效力马德里竞技
1976年，索拉里出生于阿根廷的

罗萨里奥。1996年，因在解放者杯比
赛中表现出彩，索拉里从河床竞技队
中脱颖而出。1999年，索拉里转战马

德里竞技。2000 年，马竞从西甲降
级，但索拉里的出色能力被同城对手
皇马看上，最终他得以加盟“银河战
舰”。

来自球员世家
索拉里出生于足球世家，父亲爱

德华多·索拉里是一名职业球员，伯
父大卫和埃斯特班，以及表哥奥古斯
托都曾效力于球队。另外，他的叔叔
豪尔赫·索拉里曾在墨西哥踢球。

皇马执教生涯
索拉里在 2013 年成为皇马青年

队的教练，2016 年出任皇马二队主
帅。第一个赛季，他带领皇马二队在
西乙B联赛排名第11，上赛季带队获
得第八名。本赛季，皇马二队在赢下
5场比赛后排在第五位，但近3场比赛
未尝一胜。

新华社伦敦10月29日电 英超联赛29日进
行了第十轮的最后一场比赛，卫冕冠军曼城队在
温布利球场以1：0战胜托特纳姆热刺队，重新回
归积分榜头名。

曼城在第六分钟取得领先，斯特林利用特雷
皮尔的失误，带球突入禁区左路后传中，马赫雷
斯中路轻松破门，攻入全场唯一进球。

温布利球场因为前一天晚上进行了一场美
国橄榄球赛，草坪状况很差，而曼城看起来在这
样的场地上更加得心应手，占据了绝对优势。全
场比赛曼城有13次射门机会，而热刺只有4次。
热刺最好的机会出现在第80分钟，阿里传球，无
人防守的拉梅拉近距离射门打高。

本场比赛后，曼城与利物浦同积26分，但凭
借净胜球优势重回榜首，热刺积21分位居第五，
排在切尔西和阿森纳之后。

又讯 英超托特纳姆热刺俱乐部30日宣布，
球队已经和队内的中场核心阿里续约到2024年，
其他的合同细节暂时还未公布。

皇马宣布解除洛佩特吉教鞭

本报综合消息 皇马将在周中的国王杯
上对阵梅利利亚，B队主帅索拉里将带队出
战本场比赛，皇马官方没有宣布下一位正式
主帅，之前西班牙媒体报道孔蒂接近执教，但
最新报道指出，皇马和孔蒂还没能达成协议。

为何没能达成协议？西班牙媒体《马卡
报》披露了其中的细节：孔蒂对皇马提出了引
援的要求，这影响了他加盟皇马。据悉，孔蒂
要求皇马引进一名中后卫，为了能够实现他
的三后卫战术，也让球队后防线多一种选
择。另外，他要求签下一名首发前锋，这样他
才会加盟皇马。

《每日体育报》则指出，孔蒂索要一份两
年半合同，皇马则要求加入每个赛季末免费
解约的特殊条款。从合同问题上来看，孔蒂
认为皇马对自己缺乏足够的尊重、信任和支
持。而西班牙电视台Cuatro消息称，孔蒂拒
绝接手皇马，原因不是金钱方面，而是孔蒂认
为皇马更衣室有人不欢迎自己。

《马卡报》还指出，皇马球员们也反对孔
蒂的入主。孔蒂是出了名的暴脾气，而皇马
更衣室内则有着拉莫斯之类大佬级人物。在
输给巴萨之后，拉莫斯就直接给了孔蒂一个
下马威。拉莫斯公开宣称，相比技战术水准，
教练管理更衣室的水准更为重要，而后者恰
好是孔蒂的软肋。

如果无法和孔蒂谈妥，皇马有可能会选
择比利时主帅罗伯特·马丁内斯。塞尔电台
指出，比利时足协已经通知皇马，他们不会给
皇马选帅制造麻烦。如果皇马选中了罗伯
特·马丁内斯，比利时足协愿意放人。

《每日体育报》则报道称，皇马球员们最
想要齐达内回归。齐达内很可能是能镇得住
皇马更衣室的唯一主帅，他在球员心中有着
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齐达内5月底刚刚辞
去皇马帅位，以齐祖的性格而言，他似乎不太
可能重新拿起皇马教鞭。

有意思的是，据西班牙《马卡报》报道，刚
刚被皇马任命为临时主帅的圣地亚哥·索拉
里一直对巴萨球星梅西表示仰慕。两人都是
阿根廷人，而且老家都是阿根廷罗萨里奥。

未来帅位

孔蒂和皇马没谈拢孔蒂和皇马没谈拢

客场击败热刺

曼城重登榜首曼城重登榜首

客场大胜拉齐奥

国米升至第二国米升至第二

皇马临时主帅索拉里何许人也皇马临时主帅索拉里何许人也？？

C罗谈转会原因：

我那时在皇马不再是不可或缺我那时在皇马不再是不可或缺

孔蒂没戏了吗孔蒂没戏了吗？？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10 月 30 日晚，
2018-2019赛季斯诺克大庆国锦赛继续进行，在
第二轮的焦点比赛中，中国名将丁俊晖对阵小
将赵心童。比赛开局阶段丁俊晖一改前两场的
低迷，找回长台准度首局轰破百5：2率先来到赛
点，此后赵心童尽管连救两个赛点，但最终丁俊
晖6：4获胜，挺进16强后将对阵老将史蒂文斯。

国锦赛丁俊晖晋级国锦赛丁俊晖晋级1616强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