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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杜勇士到底还能撑多久？
NBA 总决赛第六场

6 月 14 日

来说，
这已经是一个很高的出场时间，
系列赛的时间越长，消耗只会越来越
大，
科尔必须找到合适的轮换人选，
可
一旦上了麦金尼或其他替补，勇士板
凳阵容的弱点就会被无限放大。
来个更现实的问题，即便勇士解
决了以上问题，
成功以一场胜利告别甲
骨文球馆，顽强把系列赛拖入抢七大
战，
但他们仍然处于被动，
因为要想实
现三连冠，
勇士必须还得在多伦多赢下
一场比赛，
但客场抢七向来不容易。过
去五年季后赛，
主队总共赢下了 16 场
抢七大战中的11场，
胜率高达67%。
本报综合消息 纽约当地媒体《每日新
闻》用了一整版报道杜兰特的伤情，标题几个
大字写着《尼克斯输掉了 G5》。过了一天，回
归冷静。对于杜兰特，对于勇士，对于整个联
盟而言，这次受伤到底意味着什么？
无杜勇士还能撑多久？
尽管杜兰特 G5 复出只打了 12 分钟，
但他
的出现确实让总决赛更激烈了。在那段时间
里，由于杜兰特的强大牵制力，勇士的进攻彻
底活了，水花兄弟也被解放，科尔不必再用麦
金尼死撑那么久，
替补阵容的压力瞬间减少。
勇士避免了被猛龙 1：4 淘汰，但只是暂
时的结果，接下来他们将重新面对没有杜兰
特的局面，而且这次不再抱有一丝复出的希
望。杜兰特 G5 受伤离场之后，考辛斯替补出
战 20 分钟，总共得了 14 分，一定程度弥补了
得分的缺失，但依然无法掩盖他前几场与全
队的脱节。如果考辛斯在 G6 或 G7 再度陷入
挣扎的表现，科尔手里可选择的牌只会越来
越少，勇士如何去拿到这些分数？
科尔的另一个挑战是锋线阵容的轮转。
过去两场比赛，伊戈达拉的出战时间分别达
到 38 分钟和 30 分钟，对于这位 35 岁的老将

跟腱伤势康复要多久？
跟腱撕裂的恢复时间到底要多久？我们
来看个样本。过去十年，遭遇这个伤病的
NBA 球员，没有一人能在 7 个半月内重返球
场。康复最快的也只有韦斯利·马修斯，他在
2015 年 3 月初受伤，
10 月便在季前赛收官战迎
来复出；如果球员和球队比较保守，有可能要
花一年左右才能复出，
考辛斯的康复差一周就
将达到整整一年，
詹宁斯更是用了11个月。
如果按照 7 个半月的康复时间计算，杜
兰特将于 2020 年 1 月前后接近复出；如果按
照 1 年的时间来算，下赛季很有可能看不到
阿杜打球的身影，一是他的球队不一定能打
到总决赛，二是球队也不会让他在总决赛迎
来复出，这也就意味着杜兰特的再次亮相，很
有可能是 2020-2021 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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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顶级的球员，
这点是无需争辩的。
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
受伤的杜兰特能否
获得健康状态下的合同价格，
这就是另一码事
了。现在这个选择的权利，
掌握在他自己的手
中。他可以执行下赛季 3150 万美元的球员选
项，
继续留在勇士彻底养好伤，
等到 2020 年夏
天再做打算，
但这个决定也意味着明年损失了
一笔钱。按照目前的工资帽，
杜兰特下赛季的
年薪有机会达到 3815 万美元左右，如果留在
勇士将少挣 665 万美金。当然，
这个数字对杜
兰特来说算不上什么。但毕竟这是他职业生
涯的最后一份大合同，
重要性不言而喻。
事实上，伤病影响的不是杜兰特的市场
价——如果有的话也是微乎其微——真正影
响的是球队的即战力，接下来一年可能成为
其他球队的陪跑。但对于那些真正想要大干
一番的球队而言，为此等上一年也未尝不可，
一个 100%健康的杜兰特更有意义。
杜兰特归来还是死神吗？

那么杜兰特复出的时候，还是以前的他
吗？在一份样本量为 20 名球员的统计中，将
他们跟腱受伤那个赛季的数据与复出之后的
数据做一番对比，结果只有 4 名球员的表现
比之前更好（15%）。尽管现在的医疗康复水
平越来越高，但球员复出后的表现，普遍要比
预期低 8 个百分点。过去十年，11 位球员中
只有 3 人打出了比模型预期更好的表现。
阿杜也不必绝望，鲁迪·盖伊就是一个成
功的案例，他也是上述 3 名球员中的一位。
2017 年 1 月跟腱断裂之后，盖伊的表现并没
未来决定因此而改变？
有一落千丈，最近两年他在打出了职业生涯
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明确一件 效率最高的两个赛季，今年 32 岁的盖伊真实
事，这次受伤到底会不会影响杜兰特的价值？ 投篮命中率达到了生涯新高 58.3%。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追求杜兰特球队的数量丝
对于即将年满 31 岁的杜兰特来说，这次
毫没有减少，他们甚至愿意“养”一年，毕竟杜 受伤或许也给了他一次重新审视自己，
重新审
兰特的能力太强了，
获得这个级别球员的机会 视这个世界的机会。这绝非巅峰的终点，
而是
少之又少，即便受了这次重伤，杜兰特仍然是 下一章的起点，
就像他自己所说，
重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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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兰特遭遇伤病仍有下家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6 月 12 日，据
NBA 名记查拉尼亚爆料，杜兰特将前往纽约
评估右脚跟腱的伤情。目前杜兰特的 MRI
检测结果还没有出来。
而此前据媒体透露，杜兰特有可能在今
年夏天离开勇士加盟纽约尼克斯。此时杜兰
特受伤，可能会让这笔签约的难度提升。不
过，根据博彩公司开出的杜兰特下家赔率，尼
克斯依然是可能性最高的选择，然后依次是
勇士、快船、篮网、湖人。另据 NBA 专家鲍
比·马克斯透露，尽管杜兰特可能缺席很长一
段时间，但目前仍然至少有三支球队愿意在
今年夏天和杜兰特签一份长期合同。

裁判报告：总决赛第五战

马克··加索尔本应获得两次罚球机会
马克
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11 日电 NBA（美职
篮）官方在美国当地时间 11 日公布了 2019
年总决赛第五场最后两分钟裁判报告，报告
显示，距离比赛结束还剩 49 秒时，多伦多猛
龙队的马克·加索尔本应该获得两次罚球机
会，但当值裁判并没有吹罚犯规。
在距离比赛结束还剩 49 秒时，加索尔在
一次进攻中与对方中锋考辛斯发生了身体
碰撞，加索尔在碰撞之后摔倒在地。根据该
报告，考辛斯“引起了影响加索尔投篮动作
的身体接触”，
因此这是一次犯规。
那时，猛龙队以 103：106 落后，虽然在比
赛剩余时间内追回了两分，但最终还是以
105：106 落败。双方第六场将于当地时间 13
日在勇士队主场进行，目前卫冕冠军勇士队
以总比分 2：
3 落后猛龙队。

西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关于物业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检查情况的通报
各县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物业服务企业：
障和房产管理局对列入第一批检查的物业服务项目进行了专 处罚决定书 3 份。现将检查的具体情况通报如下:
根据《西宁市“强化物业服务”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关于 项检查。截止目前共检查物业服务项目 30 个，下达行政责令
西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开展物业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西宁市住房保 整改通知书 30 份，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12 份，下达行政
2019 年 6 月 11 日

物业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情况通报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服务企业

1

夏都名邸

青海夏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限制业主充水充电、安全生产制度未落实、
未签订物业服务合同

2

紫御澜庭

青海盈田置业管理有限公司

限制业主充水充电、
消防设施存在故障、
水箱未落实双人双锁规定

3

龙华苑

青海明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

东城国际

青海百诚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

泛泰依山郡
二期

西宁博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6

玉珠花园

青海三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7

新宁花苑

西宁恒惠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8

白金公寓

青海置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

文锦丽都

青海安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

海宏壹号 A 区

青海琳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1

半岛新家园

西宁峰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2

嘉荣华阳光
新城

青海嘉荣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3

隆豪万利园

青海聚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4

黄河路电信小区

15 新千国际广场东方华府
16

湟水花园

17

万兴大厦

18

中惠紫金城

19

典范新城国际

20
21
22
23

世通名城
金座维尼谷
锦城嘉苑
地税小区

24

黄河源国际城

25

和盛园
中发源
时代广场

26
27

福馨家园

28

煕龙湾小区

29

天桥相府

30

昆仑阳光城

青海新安居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西宁新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西宁合达联行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

检查内容

存在主要问题

处理意见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备注
下达行政
处罚决定书

下达行政处 下达两份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罚决定书 行政责令
整改通知书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下达行政
处罚决定书

1、物 业 服 务
未按法定程序退出物业管理区域
合同签订情
安全生产制度未落实、
未签订物业服务合同、
锅炉年检报告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况；2、物业承 电梯内五方通话无人应答、
缺失、
配电室维护保养记录缺失、
水箱未落实双人双锁规定
接查验和交接
验收情况；3、
安全生产制度未落实、
未按政府定价收取水电费、限制业主充水充电、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小区物业办公
地面停车占用消防通道、
消防设施设备不能正常运行
场 所 设 置 情 电梯内五方通话无人应答、
安全生产制度未落实、
配电室维护保养记录缺失、
水箱未落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况；4、公共收
实双人双锁规定、
消防报警装置损坏
益收支公示情 电梯内五方通话无人应答、
安全生产制度未落实、
配电室维护保养记录缺失、
水箱未落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况；5、落实安
实双人双锁规定
全生产制度情 电梯内五方通话无人应答、
安全生产制度未落实、
未签订物业服务合同、
配电室维护保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况；6、配电系
养记录缺失、水箱未落实双人双锁规定
统 维 护 保 养 、电梯内五方通话无人应答、
安全生产制度未落实、
配电室维护保养记录缺失、
供水系统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巡 查 记 录 、持
无保养记录
证 上 岗 情 况 ；电梯内五方通话无人应答、
安全生产制度未落实、
配电室维护保养记录缺失、
消防设施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7、电 梯 维 保
不全、水箱未落实双人双锁规定
养 护 、巡 查 记
水房未落实双人双锁规定、
地面停车
录 、报 警 系 统 安全生产制度未落实、配电室维护保养记录缺失、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占用消防通道、
消防设施瘫痪、
未建立装修管理制度
情况；8、排水
系统维护保
安全生产制度未落实、
配电室存在安全隐患、
灭火器过期、
监控室无人值守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养、巡查记录、
配电室存在安全隐患、地面停车占用消防通道、
水箱清洗情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未签订物业服务合同、
灭火器过期
况；9、消防系
消防设施未验收、
未落实双人双锁、
未签订物业服务合同、
统维护保养、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电梯内五方通话无人应答
巡查记录情

未设置安全警示标示、
水箱未落实双人双锁规定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况;10、供暖系
统维护保养、
锅炉年检报告缺失、
配电室维护保养记录缺失、
水箱未落实双人双锁规定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安全检测情
况 ；11、秩 序 电梯内五方通话无人应答、
未签订物业服务合同、
锅炉年检报告缺失、
配电室维护保养
西宁万兴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维 护 、巡 逻 记
记录缺失、
水箱未落实双人双锁规定
录、车辆停放、
青海润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共收益收支情况公示内容不齐全、
未制定安全生产教育计划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来访登记情
电梯内五方通话无人应答、
消防报警装置损坏、
西宁美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况 ；12、保 洁
未按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收取物业服务付费
服 务 、生 活 垃
西宁安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电梯维保养护未落实、消防系统运行不正常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圾 清 运 、保 洁
青海金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电梯内五方通话无人应答、
水箱未落实双人双锁规定、
消防报警装置故障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频 次 、环 境 整
青海汇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电梯内五方通话无人应答、水箱未落实双人双锁规定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洁 情 况 ；13、
西宁金穗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电梯内五方通话无人应答、
配电室维护保养记录缺失、
消防报警装置损坏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装修管理制
未签订物业服务合同、
水房未落实双人双锁规定、
度，
协议签订、
青海亨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电梯内五方通话无人应答、配电室无巡查记录
巡 查 记 录 、装
西宁房地产集团新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修垃圾清运情
电梯内五方通话无人应答、
水箱未落实双人双锁规定、
部分监控设施损坏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况 ；14、补 植
青海中发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消防设施存在安全隐患、
消控室主机故障未及时排除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补 绿 、浇 灌 施
肥 、病 虫 害 防 未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电梯内五方通话无人应答、
配电室维护保养记录缺失、
水箱未落
西宁福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治情况等。
实双人双锁规定、消防报警装置部分损坏
未签订物业服务合同，
水箱未落实双人双锁规定、
青海旭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消防设施瘫痪、
电梯内五方通话无人应答
未设置安全警示标示、
锅炉年检报告缺失、
青海万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下达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
配电室维护保养记录缺失、水箱未落实双人双锁规定
西宁四立物业有限公司
电梯风机房卫生较差
现场责令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