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BA第12轮今日
19:35 辽宁 VS 广州
19:35 广东 VS 青岛
19:35 天津 VS 广厦
19:35 山西 VS 深圳
19:35 上海 VS 四川
19:35 浙江 VS 新疆

其他战报
76人106：111魔术
骑士95：119奇才
热火120：107篮网
活塞106：104猛龙
公牛82：111凯尔特人
尼克斯103：128雷霆
鹈鹕100：107森林狼
灰熊116：113雄鹿
爵士68：118独行侠
马刺96：116太阳
11月16日
09:00 勇士VS火箭
10:00 老鹰VS掘金
11:30 马刺VS快船
11月17日
08:00 热火VS步行者
08:00 篮网VS奇才
08:00 猛龙VS凯尔特人
08:00 爵士VS76人
09:00 尼克斯VS鹈鹕
09:00 国王VS灰熊
09:00 开拓者VS森林狼
10:30 公牛VS雄鹿

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14 日电 美 职 篮
（NBA）常规赛 14 日继续进行，詹姆斯狂砍 44
分，帮助湖人主场126：117战胜开拓者，取得四
连胜。

在湖人与开拓者的比赛中，湖人队上半场
绝大部分时间处于追分状态，半场结束前，詹
姆斯连中两个三分，湖人队以59：55结束上半
场。第三节，湖人队继续扩大分差，詹姆斯在
前三节就入账32分，帮助球队以97：89的优势
进入末节。第四节，湖人队一度领先16分，并
将优势保持到最后。

本场比赛之后，詹姆斯的职业生涯常规赛
总得分为31425分，超越张伯伦（31419）升至历
史得分榜第五位。此外，湖人队的麦基拿到20
分。开拓者队中，利拉德砍下31分外加11个
助攻，迈克勒姆拿下23分，努尔基奇获得21分
和14个篮板。

湖人击败开拓者取四连胜

詹皇总分超张伯伦历史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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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星天洗涤有限责任公司债权人：
《西宁星天洗涤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于2018年11月5日经第三次

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18年11月10日经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青01民破
2号之五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
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

根据《西宁星天洗涤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确定的分配办法，西宁星
天洗涤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实施一次性分配，本次分配即为最后分配，确定于2018
年11月14日实施，以货币方式进行分配。

最后分配的总额为人民币 266,248.29 元。其中职工债权分配额合计 31,425.14
元；普通债权分配额合计234,823.15元。

对本次分配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本次
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提存的分配额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特此公告

西宁星天洗涤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
2018年11月16日

公 告
各涉迁住户：

西宁市城东区城市重点建设项目中：《西宁站枢纽改造及

相关工程》《机场高速路以北危岩体综合治理项目东区段》《北

山危岩体地质灾害综合治理项目》《兰新铁路第二双线工程》

拆迁范围内被拆迁房屋，并与城东区建设局签订拆迁安置廉

租房协议的城市居民拆迁户，请于2018年11月30日前到户口

所在地社区递交廉租房（公租房）申请的相关手续，如逾期未

交申请手续的住户，自行承担一切后果。

西宁市城东区建设局
2018年11月16日

西宁市城东区重点建设项目韵家口廉租住
房安置小区（韵城小区）办理相关手续的通知

今日 09:00 勇士 VS 火箭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1月16日，休斯敦火
箭队（6胜7负）将坐镇主场迎战金州勇士队（12胜3
负），这是双方本赛季常规赛首次交手，也是一场真
正的焦点之战，这两支西部强队的最后一次对话还
是在上个赛季西决的抢七大战上，最终火箭憾负勇
士出局，而勇士继续加冕成就两连冠。

本赛季发生重大变化的火箭队遭遇了最艰难
的开局，一度排名联盟倒数第二，4胜7负的尴尬开
局之后，火箭在赛季第12场比赛才终于取得首个主
场胜利，更尴尬的是主场首胜的火箭却是少了今年
夏天最重要一笔签约的安东尼，这也让火箭队重新
找回了上赛季那种简单快速的打法，虽然防守端因
为少了阿里扎和巴莫特显得有些混乱，但在进攻端
他们终于打出了上赛季那种水银泻地的进攻。在
与步行者的比赛中，火箭投中了20个三分球，而在
上一场击败掘金的比赛中，火箭的投篮命中率也达
到了54.9%。

“我们在进攻端好多了，防守端我们一直很好，
过去8场比赛，我们的防守排名第一，我们在朝着正
确的方向前进，我们之前就知道这需要一些时间，
就像上赛季一样，我们有新人还有一些年轻球员，
但是我们肯定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詹姆斯·哈
登说道，“我们的阵容终于恢复了健康，也建立了正
确的轮换……现在我们觉得好些了，有了上赛季的
感觉。”

上赛季西部决赛，两队完成七场酣畅淋漓的巅
峰对决，最终以保罗的受伤和火箭的惜败告终。

对于火箭来说好消息是，哈登和保罗过去两场
比赛大爆发，戈登的手感也回来了。但目前的火箭
仍然只有6胜7负的战绩，这要求火箭必须取得更
长的连胜，才能及时回到与勇士巅峰对决的行列，
此时，对上勇士，对他们来说堪称一次绝佳的复苏
良机，一旦他们能够复仇战胜强大的勇士，这将会
大大提升火箭将士们的信心。

反观勇士，勇士官方15日宣布，球队后卫斯蒂
芬·库里将随队前往此后的三连客之旅，但是他不
会在这三场比赛中复出，这也意味着库里将会缺席
16日的比赛。据勇士官方透露，库里将会在10天
内接受复查。

不过，追梦格林将会在与火箭的比赛中复出，
格林因为在和杜兰特的争论中有对球队不利的行
为而被无薪禁赛，缺席了上一场与老鹰的比赛。据
熟悉其想法的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格林对于因他与
杜兰特的争吵内容而被禁赛一场的处罚感到很惊
讶。勇士上一场主场迎战老鹰时，格林离开了球
队。消息人士透露，格林几乎没有甚至根本未曾观
看勇士的这场胜利。

“我会保持沉默的，这些事只在球队中，我不想
上头条新闻，发生了就发生了，我们会继续前进，我
们只不过是为了更好的打比赛。”杜兰特在谈和格
林的争论时说道。

对阵火箭，追梦将会解禁复出，他的状态以及
在赛场上与杜兰特之间的互动值得关注。对于勇
士来说，他们仍需要杜兰特和汤普森能够发挥更大
的作用，另外，库里无法出场，库克将会顶替他的首
发空缺，他必须要有更为出色的发挥，面对保罗，这
也是对库克的一大考验，与此同时，伊戈达拉、琼
斯、贝尔、卢尼等人要努力给两巨头支持，勇士队要
全力争胜。上赛季常规赛，火箭队2：1战胜勇士队，
双方在休斯敦的两次交锋各赢1场。上赛季西部决
赛，火箭队3：4不敌勇士队。

火箭欲复仇勇士冲击三连胜

欧洲国家联赛
11月17日
03:45 荷兰 VS 法国
11月18日
03:45 意大利 VS 葡萄牙
22:00 英格兰 VS 克罗地亚
11月19日
03:45 西班牙 VS 波黑
03:45 瑞士 VS 比利时

热身赛
11月17日
04:00 巴西 VS 乌拉圭
08:00 阿根廷 VS 墨西哥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1月17日凌晨3时
45分，欧国联A联赛第1组，荷兰坐镇主场迎战法
国。荷兰争胜保头名希望：在小组赛前两轮交锋
中，荷兰获得1胜1负的战绩，暂列小组第二。此
番主场迎战世界杯冠军法国，荷兰若能击败对手，
不仅将保留争夺小组第一的希望，同时还可以确
定避免降级。为此，橙衣军团必将全力以赴阻击
法国。

法国战平即锁头名：法国在欧国联小组赛前
3轮取得2胜1平的不败战绩，目前暂居头名。此
番客场挑战荷兰，法国只要获得一场平局，就将稳
获小组第一。最近15场各项赛事，法国取得11胜

4平的不败战绩，世界杯冠军球队保持极佳的巅
峰状态，雄鸡军团也期待延续强势。

未来巨星大对决：法国阵中最引人注目的球
星当属号称“未来球王”的姆巴佩，而马夏尔也凭
借在曼联的出色表现时隔八个月重返国家队。在
荷兰阵中，弗兰基·德容、德利赫特等人也是被诸
多豪门追逐的天才少年。本场青年才俊们会擦出
怎样的火花？未来巨星大对决值得期待。

交锋记录法国占优：在国际A级赛事的历史
上，双方共有26次交锋记录，法国12胜4平10负
稍占上风，进 45 球失 53 球。两队最近一次交手
是在欧国联首回合，当时法国2：1主场战胜荷兰。

法国主帅德尚赛前说：“这将是一场非常艰苦
的比赛，荷兰拥有很多希望之星，他们正在走出低
谷。当然，我们很希望能发挥出水平，延续良好的
状态，锁定小组头名。”

新华社乌鲁木齐11月15日电（记者孙哲
马锴）CBA联赛11轮过后，新疆广汇汽车男篮
15日正式更换了外援。表现不佳的艾尔·杰弗
森被前上海队外援明纳拉斯顶替，后者将有望
在16日对阵浙江稠州队的比赛中登场。现年
30岁的明纳拉斯身高2米06。上赛季效力于上
海男篮时，他在场均28.7分钟的出场时间里得
到27.4分、8.4个篮板。场上司职大前锋的明纳
拉斯拥有一手精准的外线投篮，效率惊人的他
同弗雷戴特一道带领上海队杀入季后赛。

新疆男篮更换外援
明纳拉斯顶替杰弗森

荷兰VS法国：世界杯冠军争胜锁头名
欧洲国家联赛 11月17日 03:45 荷兰 VS 法国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记者刘金辉）15
日晚，CBA联赛常规赛进入第12轮的争夺，北
京队主场91：80战胜八一队，豪取六连胜，八一
队则遭遇三连败。此役北京队以12：4开局，之
后八一队一度将分差缩小到4分。首节结束，
北京队以23：17领先。第二节，北京队将领先
优势扩大到10分以上，以46：35结束第二节。
易边再战，北京队始终占据场上主动，八一队
一度落后 18 分。末节，虽然八一队将比分迫
近，但始终未能逆转。

北京队的汉密尔顿拿下18分，杰克逊和翟晓
川分获17分和15分。八一队的雷蒙拿下全场最
高的19分，罗凯文和付豪分获14分和12分。

当日山东队客场艰难地以113：105战胜福
建队，夺得四连胜。福建队的尼克尔森砍下38
分，王哲林也有26分入账，陈林坚得到18分。

山东队则有 5 人得分上
双，古德洛克拿下35分，
莫泰尤纳斯获得 19 分，
吴轲和张庆鹏均收获 15
分，吴楠获得 12 分。另
外两场比赛，吉林队124：
110 战 胜 同 曦 ，江 苏 队
114：100战胜北控队。

北京击败八一取六连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