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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仲国，男，身份证号：513024197809104556，请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前与我单位联系。逾期不联系，我单位将终止
2014年4月9日与你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房屋租
赁合同﹥补充协议》，收回出租房屋，自行处理，由此所造成
的一切后果由陈仲国承担，与我单位无关。

特此声明。
西宁市五一工人文化宫

2019年7月20日

声

明

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从即日起至8月
25日，集中整治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生产
销售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重点组织开展
以下专项整治行动。

（一）全省社会办医医疗机构药品和医疗
器械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非法渠道购
进药品、不按规定储存药品、未经许可私自加
工使用医疗机构制剂、购进使用未依法注册
或者备案的医疗器械、购进使用无合格证明
或过期淘汰的医疗器械等行为，严厉查处一
批违法违规案件。

（二）非法回收药品专项整治行动。重点
整治以不正当途径在社区、医院、诊所、街道
等场所低价回收过期失效药品或非法销售的
行为。

（三）化妆品生产经营专项整治行动。重
点整治生产领域中生产条件发生变化、原料
储存管理、产品检验等方面存在的违法违规

行为。整治流通领域中产品标签标识不符合
规定、索证索票和购售台帐不健全不规范、经
营销售过期产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四）不法“藏药店”非法经营专项检查整
治行动。针对旅游市场中出现的“低价团”组
织者与本地不法“藏药店”相互勾结、宣传和夸
大药品主治功能、欺骗诱导游客消费等问题，
集中开展不法“藏药店”专项检查整治行动。

如社会各界发现或遇到上述违法违规行
为请积极投诉举报。

投诉举报电话：12315
投诉举报邮箱：fxc616@163.com
信件邮寄地址：青海省药监局“扫黑除

恶”办公室
地址：西宁市昆仑东路76号
邮编：810007

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9年7月20日

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
生产销售违法违规专项整治行动的通告

中超第19轮
7月20日
19:35广州富力 VS 广州恒大
19:35天津泰达 VS 大连一方
7月21日
18:00北京人和 VS 上海申花
19:35河北华夏幸福 VS 天津天海
19:35河南建业 VS 武汉卓尔
19:35山东鲁能 VS 深圳佳兆业
20:00重庆斯威 VS 上海上港
20:00江苏苏宁 VS 北京国安
国际冠军杯
7月20日
19:30曼联 VS 国际米兰
7月21日
06:00阿森纳 VS 佛罗伦萨
08:00拜仁慕尼黑 VS 皇家马德里
19:30 尤文图斯 VS 热刺

中超第19轮 今日 19:35 广州富力 VS 广州恒大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7 月
20日，中超联赛第19轮将再次上演
广州德比，本轮广州富力将在主场
迎战广州恒大队，本年度首回合比
赛，恒大坐镇主场 2 比 0 战胜了富
力，回到主场，富力队能否在争冠
的关键时刻将同城对手广州恒大
拉下马，颇值得期待。

赛季初富力整体状态不佳，即
便有扎哈维在前面攻城拔寨，奈何
后防线丢球太多，导致球队排名一
直靠后，进入7月，富力队状态稍有
回升，三场比赛赢下了两场，不过
丢球数仍是中超最多，但论攻击
力，富力队仅次于打进39球的北京
国安和广州恒大两队，与上港队并
列中超第二。

扎哈维将成为本场比赛富力
能否取胜的关键，本赛季扎哈维在
前 18 轮比赛中已经打进 22 球，如
没有重大伤病缺席比赛，凭借目前
的进球效率，将本年度中超金靴奖
杯收入囊中基本已无悬念，而在过
往的广州德比中，扎哈维踢了 10
场，前9场比赛都有进球入账，一共
打进了13粒进球，唯一没有进球的
比赛是今年首回合的比赛，扎哈维
在接受采访时说要把德比战的进
球留在越秀山，但有了年初的经
验，恒大队也不会轻易让扎哈维有
太多拿球的机会。

尽管广州恒大自 2010 年升入
中超之后，就是国内的巨无霸，可
以强势碾压中超大多数球队，但自
2012年富力队冲超后，恒大队在广
州德比中并未占多大的优势，19场
比赛恒大9胜3平7负，最近的10场
比赛，两队4胜2平4负，可以说势
均力敌。

赛季初的广州德比，恒大有效
地限制了扎哈维，并凭借塔利斯卡
的两粒进球取得了胜利，目前，塔
利斯卡已经从巴西回到广州，但什
么时候复出还待确定。塔利斯卡
受伤之初，恒大曾有过度依赖塔利
斯卡的后遗症，不过随着卡纳瓦罗
的调整，恒大队很快便回归正轨，
近来恒大队状态正佳，已经在中超
赛场获得了 9 场连胜，本轮将在客
场冲击10连胜。

富力队中有扎哈维，广州恒大
队中近来保利尼奥状态正火，上轮
在逆境中上演帽子戏法助恒大队
取胜，连续三场比赛已经打进 5 粒
进球，回归的埃尔克森连续两场都
有精彩进球入账，另外，恒大队员
在打逆风球时的心态也比以往更
好，富力队想要在主场取胜并不容
易。

当然卡纳瓦罗在面临美如画
的中前场阵容面前，如何在防守上
做足文章，同样也是一个严峻的考
验。因为谁都明白，最近三轮比
赛，恒大的开局都不好，上轮就被
一方率先发难先丢 1 球。本周末，
挑战进攻火力更加强劲的富力，恒
大更需要做到攻守平衡。否则，一
旦让扎球王他们打疯了，恒大可就
有苦头吃了。

今晚广州德比谁会笑到最后

新华社大连7月19日电（记者蔡拥军）大连一
方俱乐部19日宣布，委内瑞拉国脚龙东加盟。

俱乐部发布公告说：“2019 年 7 月，经与英格
兰西布罗姆维奇足球俱乐部及球员本人协商一
致，委内瑞拉籍中锋萨洛蒙·龙东与我俱乐部完成
签约，正式加盟大连一方足球俱乐部。”

公告称，龙东1989年9月16日出生于委内瑞
拉加拉加斯，身高1米86，司职中锋。龙东出道于
委内瑞拉国内的阿拉瓜州青训，因为天资过人，龙
东17岁便征战委内瑞拉顶级联赛，之后曾效力过
拉斯帕尔马斯体育联盟、马拉加、喀山红宝石、圣
彼得堡泽尼特等俱乐部。

据介绍，龙东2015年转会至西布罗姆维奇，征
战英超赛场。上赛季，龙东从西布罗姆维奇租借
到纽卡斯尔联，出场32次，打进12球，另有7次助
攻，被评为 2018-2019 赛季纽卡斯尔联最佳球
员。龙东18岁就代表委内瑞拉国家队出场比赛，
曾代表国家队参加了四届美洲杯。2019 年 6 月，
他以24个进球成为国家队历史上最出色的射手，
被公认为委内瑞拉历史上最好的前锋。

新华社纽约7月18日电（记者潘毅）即将进入
国际网球名人堂的中国偶像级选手李娜18日来到
位于纽约曼哈顿的萨顿东网球俱乐部，与几十名美
国青少年网球爱好者亲密互动。

国际网球名人堂位于纽约北面的罗德岛，目前
已吸纳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254名为网球事业做
出突出贡献的人，李娜将成为第255人，也是来自中
国的第一人。李娜的正式入堂仪式将在20日下午
举行。名人堂在一份声明中称：接纳两届大满贯女
单冠军、曾经世界排名第二的李娜，不仅仅是因为
她的战绩，还有她对这项运动的热爱和在培养、激
励年轻人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

李娜在活动现场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退役这
几年我主要从事青少年培养这一块，没有做职业选
手教练的打算。我的梦想是开网校，但不是以培养
冠军为前提，主要是给喜欢网球的青少年打造一个
快乐的训练环境，让他们享受这个项目带给他们的
乐趣。目前，我还没有自己的网校，但和耐克、奔驰
等有合作，做青少年的培养。”

谈到名人堂，李娜说：“这是对运动员网球生涯
的最大肯定。大家都知道，不是拿过大满贯就一定
能进入名人堂，还要对这个项目有贡献。我会和已
经进入名人堂的254人一起更好地为网球服务。”

李娜即将进入

国际网球名人堂

本报综合消息 美国网球公开赛组委
会日前公布了2019年美网直接入围正赛
选手阵容。费德勒、纳达尔、德约科维奇、
小威廉姆斯、大坂直美等名将无悬念入
围。

根据规则，男单排名前98位的选手直
接入围，其中共有6位前美网冠军——德
约科维奇、费德勒、纳达尔、瓦林卡、西里
奇和德尔波特罗。女单方面，除了现世界
排名第一的澳大利亚人巴蒂、本土名将小
威廉姆斯、卫冕冠军大坂直美以及新科温
网冠军哈勒普之外，科贝尔、普利斯科娃、
斯维托丽娜等名将也悉数在列。四位中
国金花王蔷、张帅、郑赛赛、王雅繁同样依

靠排名直接进入正赛。本届美网正赛将
于8月26日至9月8日进行。

另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18日电（记者
王集旻）美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 18 日表
示，2019 年美网赛事的总奖金额再创新
高，将在去年基础上提高8%，总额将超过
5700万美元（1美元约合6.9元人民币），成
为网球四大满贯中奖金最高的赛事。

组委会表示，2019年美网每一轮的奖
金都将创造四大满贯赛事之最。其中男
单和女单冠军奖金同样为385万美元，男
双和女双冠军奖金则为74万美元，均为四
大满贯最高。资格赛的奖金也比去年有
了大幅度上涨。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7月20日晚，国际冠
军杯亚洲区首场比赛将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打响，
英超豪门曼联将对阵意甲豪门国际米兰。两支球
队几乎都是国家冠军杯年年必到的常客，本场比赛
也将是双方时隔5年之后的又一次交手。国米新帅
孔蒂将带着自己的使命，在亚洲开启新的旅程。而
曼联方面，也将力争取得热身赛3连胜。

虽然近些年意甲被尤文统治，米兰双雄黯淡无
光。但在苏宁入主国米之后，国米开始逐渐处于复
苏的态势。2018-2019赛季，国米时隔6年重返欧
冠。而在联赛中，球队最终获得第 4 名，保住了
2019-2020赛季的欧冠席位。虽然目前在意甲对于
尤文图斯的霸主地位依然很难构成威胁，但随着俱
乐部引进冠军教头孔蒂，相信属于蓝黑的荣耀时刻
会重新归来。不过球队大腿伊卡尔迪此次没有随
队参加季前赛。此前的首场热身赛，国米2：1击败
瑞士球队卢加诺。

而曼联在弗格森离开球队之后便一蹶不振，上
赛季曼联更是接连遭遇奇耻大辱。他们在赛季中
期炒掉穆里尼奥，但索尔斯克亚在惊艳之后归于沉
寂，最终曼联只获得联赛第6名，早早无缘欧冠席
位。在休赛期，围绕曼联最多的就是博格巴转会传
闻。好在过去两场热身赛，曼联分别2:0击败珀斯光
荣，4:0击败利兹联。此役，曼联有希望取得3连胜。

今日 19:30 曼联 VS 国际米兰

国际冠军杯国际冠军杯：：曼联国米交手曼联国米交手

大连一方宣布外援龙东加盟大连一方宣布外援龙东加盟

四金花直接入围美网正赛四金花直接入围美网正赛

本报综合消息 因蹬踹对方球员面部
和胸部，致使对方球员受伤下场，江苏苏
宁俱乐部球员叶重秋被禁赛6场，罚款人
民币6万元。中国足协19日对外公布了这
一处罚决定。

本月13日，在江苏苏宁上周主场迎战
上海上港的比赛中，开场刚刚5分钟，叶重
秋就在中圈争夺半高球时，飞起一脚揣在

了上港球员杨世元的头部，
然后顺势蹬在了对方胸口。

杨世元立刻倒地不起，
除了左眼受伤之外，其前胸

部位的球衣也被踢破，露出血印，随即因
为无法坚持比赛而被换下。

由于这次严重犯规，叶重秋立刻被主
裁克拉滕伯格红牌罚出场外。

此外，足协还同时公布了对另一名江
苏苏宁球员谢鹏飞的处罚。同样因为在
对阵上港的比赛中吃到红牌，谢鹏飞被因
故意踢对方球员腿部遭停赛3场，罚款3万。

江苏苏宁球员叶重秋恶劣飞踹对手

遭禁赛遭禁赛66场罚款场罚款66万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