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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西川南路116号院各住户：
根据海湖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我公司拟定于2019年11月16

日启动西川南路116号院8栋住宅楼搬迁安置的签约工作。该项目
的搬迁安置补偿方案于2019年11月8日公布，并同时送达房屋价值
评估报告，请各住户在规定时间内到场签约，特此通知。

签约地点：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昆仑大道西段20号2号楼20-60号
签约开始时间：2019年11月16日，每日8：30-17：00时
联系人：余铁山
联系电话：0971-8862986

青海省地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8日

通 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账号
4637580006517225
4637580006988152
4637580003657933
6259980003254321
4637580007410289
4637580008385993
6259970006664188
4637580016551180
4637580016550505
4637580016551719
4637580007206802
4637580016551248
4637580007654852

姓名
韩谦
何海军
韩好地
马清林
闵玉清
韩向前
赵鹏
张丽
马青明
马克胜
马明财
马富秀
韩阿布都

人民币透支本息
1,140,278.42
1,296,087.30
981,600.97
150,951.87
628,473.35
225,524.68
56,776.46
236,987.20
275,387.45
268,761.90
66,969.23
236,562.41
409,734.07

截至2019年10月24日，因下列客户信用卡账
户透支款项严重逾期，经我行多次催收，仍未还清透
支款项，为维护我行合法权益，现予以公告。

请下列客户在本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归还透
支本息，否则，我行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
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公安机关报案或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在此也一并提醒其他逾期透支的我行信用卡客
户及时归还信用卡透支本息。否则，我行将采取相
应的法律措施。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市城西支行
2019年11月8日

信用卡透支催收公告

根据《西宁市地名管理办法》的规定，对

西宁新华联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山水韵·御

澜湾”予以命名，经命名的名称为标准名称，

并具有专有权，其合法权益受各级地名法规

保护，特此公告。

命名名称：山水韵·御澜湾

汉语拼音：shanshuiyunyulanwan

范围特征：住宅小区

含义：向往更广阔的天地，更立体的生活空间

规模：243幢低密度住宅和3幢会所组成

建筑面积：131206.69平方米

地点：湟中县多巴镇新城路

西宁新华联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8日

湟中县民政局地名命名公告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11 月 8 日晚，
CBA联赛常规赛第三轮将继续展开较量，北
京男篮在主场迎战上海男篮，林书豪将率领
球队冲击三连胜，本赛季效力于上海男篮的
李根也有机会对老东家送出反戈一击。

林书豪是北京男篮最受关注的球员，过
去两场比赛尽管受到对方严密盯防，胳膊、膝
盖都在对抗中出血，但他依然能拿下场均
24.5分、7个篮板、7.5次助攻的表现，以个人
持球盘活了全队的进攻。翟晓川充当北京
男篮的快攻箭头和篮下终结者，以场均17分
和8个篮板成为发挥最稳定的国内球员。

作为上海男篮的内线核心，场均砍下
18.5分、10个篮板、4次助攻的莫泰尤纳斯，
需要以个人能力冲击北京男篮的篮下。他
的背身单打和左右勾手投篮，都是善于克敌
制服的武器。李根加盟上海男篮后逐渐找
回了当年犀利的进攻感觉，上一场贡献了22

分，他的背身单打和面筐冲击，将对老东家
北京男篮构成一定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上一轮对阵山东男篮的
比赛后，林书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能
像马布里一样成功。”

当被问及与前北京男篮球星马布里的
对比时，林书豪坦言：“我非常尊重他，但我
不是他他。在美国当一个亚洲球员，大家都
会用姚明、王治郅、易建联来跟我比较。专
注自己，走我自己的路，但愿能像他那么成
功，那样我会非常高兴的。”

林书豪终于进了三分球，兑现了捐款承
诺。对此，他说：“我比较专注于比赛，当然
投进第一个三分球确实是有压力的。”而对
于被对方防守球员将胳膊抓出血，林书豪表
示：“很多球员都会面临这种情况，我觉得还
好。就高兴地去打球，不管他们怎么防守
我。”

CBA联赛常规赛第三轮 今日 19:35 北京VS上海 20:00 广东VS山东

NBA昨日战报
尼克斯102：122活塞
奇才106：121步行者
公牛113：93老鹰
勇士112：129火箭
国王120：124猛龙
森林狼121：137灰熊
魔术106：107独行侠
76人 104：106爵士
雄鹿129：124快船
11月8日
09:00 凯尔特人VS黄蜂
09:30 雷霆VS马刺
10:00 热火VS太阳
11:30 开拓者VS快船
11月9日
08:00 活塞VS步行者
08:00 骑士VS奇才
08:00 灰熊VS魔术
08:30 国王VS老鹰
09:00 猛龙VS鹈鹕
09:00 勇士VS森林狼
09:30 尼克斯VS独行侠
10:00 76人VS掘金
10:00 雄鹿VS爵士
11:00 篮网VS开拓者
11:30 热火VS湖人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11 月 6 日傍
晚，国足全队搭乘航班离开广州飞赴阿联酋
迪拜。11月14日，国足将在这里迎来世预赛
亚洲区40强赛客战叙利亚队的关键战。

与前两个客场迎战马尔代夫、菲律宾时
几乎是包机航班前往客场不同，这次因为比
赛目的地迪拜属于全球性大城市，所以国足
选择乘坐普通民航航班前往目的地。

先期抵达的国足工作人员提前在机场
内等候球队，工作人员之前已解决了所有
交通、住宿问题，所以队员们在抵达之后立
刻前往酒店休息，尽快调整四个小时的时
差。

对于阿联酋，国足球员并不陌生，中超很
多球队都会在迪拜进行冬训，今年年初国足
还在阿联酋参加了亚洲杯，球员们均表示对
于阿联酋的环境还算适应。

唯一的变数来自于球场，出发前一天晚
上，国家队正式得到通知，同叙利亚的比赛场
地由原来的拉西德体育场更换为阿勒马克图
姆体育场。与拉西德体育场相比，阿勒马克

图姆体育场的草坪质量并不理想。
当然，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公平的，虽然

名义上叙利亚是主场作战，但迪拜只能算是
一个中立场地。不过，叙利亚队在中立球场
的表现一向不错。近四年来，他们在中立球
场的成绩保持 15 场不败，其中包括逼平韩
国、伊朗、澳大利亚和伊拉克队，还曾战胜过
今年亚洲杯冠军卡塔尔队。这回中国队在里
皮的率领下，能够如愿带走分数吗？

此外，国际足联原本安排阿联酋裁判哈
桑执法，但后来又决定由韩国名哨金大容担
任主裁。尽管这些变化对双方而言都是一样
的，但由此也能看出，叙利亚队为了能在主场
赢球，确实花费了很多心思。

其实一个月之前，国足就派专门工作人
员前往迪拜考察，当时确定了球队下榻酒店、
训练场地，以及衣食住行等条件，其中也包括
比赛场地的考察。

如今突然更换了球场，国足也只能重新
适应，好在现在距离比赛有差不多一周左右
的时间，这对于国足来说时间上比较充裕。

目前积分榜上叙利亚以三连胜领跑，国
足2胜1平拿到7分，对于国家队来说，这场
比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此役如果输球
也有很大几率靠着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名晋
级十二强赛，但国足的备战目标还是争取头
名出线。想要以 A组第一的身份晋级 12 强
赛，就必须争取在叙利亚身上抢分，一旦输
球，出线前景将变得黯淡。而提前整整一个
星期的时间到客场备战，也足以显示里皮对
这场比赛的重视。

因此，客场与叙利亚的比赛对于国足来
说，能够取胜固然是一个相当好的结果，但一
场平局同样可以接受，这也意味着国足在下
半阶段拿到全胜就可以锁定小组第一。因
此，里皮教练组和国家队管理层对于这场客
场之战的底线是拿到1分。

国足出征叙利亚

里皮最低目标拿1分

京沪大战 书豪率队冲击三连胜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1月7日，CBA
联赛常规赛展开第三轮的较量，新疆男篮一
度落后19分，但在下半场凭借西热力江的三
分球一举反超，而杰克逊在常规时间的挑篮
使得比赛进入加时，最终新疆男篮凭借在加
时赛良好的表现以 115：110 逆转战胜广厦，
取得三连胜。

本场比赛，西热力江在攻
防两端表现出色，三分线外火
力凶猛，他16投8中，追平生涯
最高，贡献24分、4个篮板、7次
助攻和 2 次抢断，率领球队获
得三连胜。

福建男篮主场与青岛男篮

的比赛中，双方鏖战至最后一刻，最终福建男
篮以 119：125 负于青岛，遭遇三连败。王哲
林砍下33分和9个篮板。而青岛男篮阵中的
亚当斯发挥中规中矩，但在最后一节两队打
得难解难分之时，他的三个关键三分，帮助球
队稳住局势最终取胜。

同曦凭借在下半场的发
力，在最多落后20分的情况下
末节完成逆转，最终以 103：
101 险胜四川男篮，收获赛季
首胜。本场比赛，约瑟夫杨砍
下31分、5个篮板和7次助攻，
在末节多次命中关键球，率领
球队完成20分大逆转。

香格里拉香格里拉
售票处售票处 国际国内飞机票、火车票、出国旅游、签证、租车、

国内旅游、一日游、市内免费送票、移动pos机刷卡

青海金翔国际票务青海金翔国际票务88655558865555
国际国内机票一类代理资质，全航司授权GP政采机票零手续费

新疆加时逆转广厦 同曦收获首胜

今日
19:35 辽宁VS深圳
19:35 吉林VS八一
19:35 江苏VS天津
19:35 广州VS北控

新华社波兰卡托维兹11月
7日电（记者张章 马向菲 刘旸）
中国短道速滑奥运冠军、北京冬
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杨扬7
日当选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
DA）副主席，波兰体育和旅游部
长维托尔德·班卡当选主席。

由38名成员组成的WADA
理事会 7 日投票选举杨扬和班
卡为新任副主席和主席，二人将
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三年任
期。

杨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当选对她来说是巨大挑战。
“领导这个组织工作是全新的角
色。虽然面对复杂的工作环境，
但有国际奥委会和各个国际体育
组织的支持，有这么多专家支持，
我有信心胜任这份工作。”她说。

杨扬表示，她的当选是国际
社会对中国反兴奋剂工作成就
的肯定。“让我非常骄傲的是，中
国近年来在反兴奋剂工作上取
得巨大成就，让国际社会对中国
有信心，能够让中国人来参与世
界反兴奋剂的领导工作。”她说。

杨扬当选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