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洋遗失医师资格证书，证书编
号 为 ：
201737110370306199108200530，
声明作废。

● 本 人 尹 彭 雪 ( 身 份 证 号 ：
370982199811130027)遗失新泰新
城鸿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
的新泰吾悦广场商铺S2-116收据，
收据编号2365032、金额100000元，
收据编号2367584、金额421330元，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本人孟晓辉不慎遗失
警官证,证号：武字第0581259号,
声明作废。

●山东大封运输有限公司不慎丢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70983MA3PNMMK4L，现声明
作废。

●贾沛哲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370902199212234834，特此声明。
●济南涟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车
辆鲁AU3132,城建5795标识牌丢
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中联金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济南
第一分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已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已于
2022年7月1日完成工商注销工作，
并已领取注销登记通知书，特此公
告。

●山东昌达建筑配套工程有限公
司日照分公司法人章许振华
(3711043005807)、合同专用章
(3711043005806)、财务专用章
(3711043005804)丢失，声明原章
作废。

●产权人赵克英丢失济南旧城开
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收据1张，收
据号:A0023683,收据金额:10000
元，特此声明。

●张红叶遗失护士执业证书(编
号:200937001121)，声明作废。

●周吉乐丢失身份证，证件号码：
370104198802063312，声明挂失。

●曹倩丢失身份证，证件号码：
370123198610033425，声明挂失。
●山东昌达建筑配套工程有限公
司日照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71102MA3RJY3P7U，声明原件作
废。

●山东鹏盛交通设施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3710811076954)、财务专
用章(编号3710811076955)、发票
专用章(编号3710811076956)、法
人章张鹏(编号3710811076957)不
慎丢失，特此声明原章作废。

●张立霞丢失幼儿园教师资格证
证 书 ， 身 份 证 号 :
371525199612200725,证书号码:
20173715012000889，声明挂失。

●遗失声明：石义虎，遗失邹城市
公房管理所开具的温田小区公租
房 押 金 票 据 一 份 ，编 号
101083802342，金额3000元，声明
原件作废。

●山东乾源化工有限公司因名称
变更为山东乾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原公章(3702200479230)、财务专
用章(3702200479231)、发票章
(3702200479232)声明作废，并重
新申领有效印章。

●减资公告
山东信友电器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71300613991978G)，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
11800万元人民币减至3000万元人
民币，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
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逾期不申报
按相关法律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山东信友电器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1日

●遗失声明：王广辉，遗失邹城市
公房管理所开具的怡宁小区租房
押 金 票 据 一 份 ，编 号
101032180014，金额3000元，特此
声明原件作废。

●遗失声明：济南市平阴县汇丰市

政工程处鲁AD5162(黄色)，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丢失，鲁交运

管济字37012410101号，特此声明

挂失,原件作废。

【本栏目友情提示】
本栏目内容仅为持证人员提交的单
方形式发布，不作为最终有效依据和法
律认定、不作为承担相关责任的依据，
以行政职能部门对其的最终业务审核
认定为准。相关利害关系人应通过具有
管理权限的职能部门或主体确认信息
或交易。

中骏·尚城项目不动产权证书
办理公告

尊敬的业主：
感谢您购买我司开发的中骏尚城

大厦A栋(宣传推广名：中骏·尚城，以下
简称“项目”)房产。项目现已办理初始
登记，并已具备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条
件。请您于2022年7月18日至2022年7月
22日前往我司领取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所需相关资料。
1.办理地点：中骏·尚城项目B楼一

楼物业办公室
2.联系电话：0531-82739999
济南骏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2日

债权转让通知
本人李鹏于2014年4月18日经公开拍卖

取得了：1 .山东济南润丰农村合作银行对济
南兴邦皮革有限公司、济南鑫动力经贸有限
责任公司、山东华溪工贸有限公司、杨涛、宋
强、马千俊、马文宏、张小玲、刘长波、韩韦韦
所享有的债券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案件维
权合理支出费用；2 .山东济南润丰农村合作
银行对济南兴邦皮革有限公司、济南鑫动力
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华溪工贸有限公司、
济南万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杨涛、宋强、刘
长波、韩韦韦、李万军、闫在霞所享有的债券
本金863689 . 9元及利息、案件维权合理支出
费用。
现李鹏向各债务人告知如下情况：1 .李

鹏已于2022年4月15日将上述债权依法转让
给侯素慧，侯素慧有权向各债权人主张权利；
2.各债务人于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应向侯素慧
履行还本付息等相应义务。

通知人：李鹏
2022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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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中国男篮今晚开启亚洲杯之旅，首战韩国

2022年7月12日 星期二 A11乐动

记者 怀晓

谁是最伟大的那一个？在德
约科维奇赢下温网第7冠、同时将
自己的大满贯冠军总数提升至21
个后，这个问题正变得越来越难
以解答。

近20年，世界男子网坛处于
被三巨头统治的时光。在这20年
间，费德勒、纳达尔和德约科维奇
拿到了绝大多数大满贯冠军，他
们被视为网球界“GOAT”的有力
争夺者。

在体育界，“GOAT”是一个
特殊的名词，是“Greatest of all
time”的缩写，即“历史最佳”。

在三巨头的“GOAT”之争
中，费德勒起步最早，德约科维奇

近来上升势头最猛，但纳达尔却
是目前领先的那一个。如今，他们
的大满贯冠军数量分别为：费德
勒20座，纳达尔22座，德约科维奇
21座。

显然，巨头们的历史最佳争
夺战还在继续。而超越费德勒，紧
追纳达尔，德约科维奇无疑是最
有可能笑到最后的一位。

2021赛季，是德约科维奇的
梦幻赛季。这一年他横扫网坛，拿
下3个大满贯桂冠，一举实现20冠
的目标，与费德勒和纳达尔平起
平坐。

时间转到新赛季，德约科维
奇却流年不利，他在澳网惨遭驱
逐，法网饮恨8强，北美赛事缺席
大半。

所以，今年温网对于他而言
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但凡稍有
闪失，想在日后支离破碎的赛程
下以2冠劣势追逐纳达尔，无疑是
痴人说梦。

好在，德约科维奇又一次赢
得了胜利，他成为温网7冠王，距
离费德勒的温网8冠，同样仅差一
个身位。

从目前的情况看，费德勒已
年过四旬，基本不在一流高手之
列，他的上一个大满贯冠军还要
追溯到2018年的澳网。作为三巨
头中的最年长者，费德勒显然在
网坛历史最佳的争夺中处于下
风。

纳达尔也已36岁，在红土的
地位似乎依旧无法被撼动，只要

还继续参加法网，就仍有机会进
一步提升自己的大满贯冠军数
量。近年来，他屡遭伤病困扰，这
也为他的“GOAT”之争埋下隐
患。

作为三巨头中年龄最小的
一位，德约科维奇的优势便在
于——— 他还能比费纳二人多打几
年。在他夺取个人第21座大满贯
奖杯之后，网坛历史最佳的争夺
也已到了白热化阶段。

“GOAT”争夺，悬念再起。而
下一个悬念，就是德约能否参加
美网。

因坚持不打疫苗，德约科维
奇在今年美网出战成疑。如若无
法参赛，那他追赶纳达尔的脚步
也不得不迟缓下来。

不过，依照德约的状态，未
来两年，他应该还会有大满贯
奖杯入账。毕竟在错过那么多
机会后，依然能够在历史的追
逐战中，始终为自己保留完成
超越的机会，这证明了他不可
思议的强大。

同时，这个温网冠军也证明
了在与费纳的竞争中，德约科维
奇从未掉队。没人知道，他最终的
冠军数会停在哪里。

追逐永不停息，谁能续写传奇
德约科维奇大满贯第21冠到手，紧追纳达尔悬念又起

记者 冯子涵

在澳大利亚打完世预赛
第三窗口期比赛后，中国男
篮又马不停蹄奔赴雅加达，
参加亚洲杯。7月12日，中国
男篮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
是由归化球员罗健儿领衔的
韩国队。

由于此前征战世预赛的
旅途中，中国队几位队员新
冠检测呈阳性。为了能顺利
参与亚洲杯，国家队紧急征
调5名球员前往驰援。也正是
因为人员变动，中国男篮的
阵容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11日下午，中国男篮公
布征战亚洲杯12人参赛名
单，分别是赵睿、徐杰、胡明
轩、孙铭徽、姜伟泽、周琦、王
哲林、范子铭、翟晓川、顾全、
贺希宁、付豪。此前参加世预
赛的郭艾伦、赵继伟、沈梓
捷、任骏威、朱俊龙、陆文博
退出。在千里驰援的5人中，
高诗岩未能进入大名单。

已经与奥运资格“脱钩”
的亚洲杯，在外界看来已经
成为“鸡肋赛事”，为什么中

国队还如此重视？
2019年兵败男篮世界杯

后，中国男篮37年来首次无
缘奥运会，一时陷入低谷。雪
上加霜的是，转年到来的新
冠疫情，阻隔了各国之间的
正常来往，使得中国男篮参
加国际比赛的机会大幅减
少，难以与其他队伍横向比
较。

所以此次亚洲杯，是中
国男篮一次宝贵的练兵机
会。“亚洲杯是新一届中国男
篮成立以后参加的第一项大
型国际比赛，大家很期待本
次比赛。这是对新一届男篮
很好的考验和验证，因为之
后就是明年的世界杯了，对
我们这支队伍来说，也是一
个很好的锻炼机会。”中国男
篮主帅杜锋这样认为。

虽然充满期待，不过，摆
在中国队面前仍有许多棘手
的问题。

在官方公布的大名单
中，周琦的名字仿佛让球迷
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但有报
道称，周琦目前尚未与球队
会合，将缺席与韩国队的首

战。而周琦回归后又能否及
时恢复状态，也将打上一个
问号。

新加入的4名球员由于
是临危受命，他们和球队的
合练时间也十分有限，融合
程度难以保证。并且已经有
一段时间没有打比赛的他
们，要面临强度较大的赛事，
不知一时间能否吃得消。

此外，由于新冠和伤病
的影响，中国男篮在世预赛
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中已经
出现了体能问题，这也是制
约球队进步的一个“顽疾”。

除了韩国队，中国男篮
的小组赛的对手还有巴林队
和中国台北队。

巴林队虽纸面实力较
弱，但他们也曾在世预赛上
逆转过哈萨克斯坦队；中国
台北队则倾尽主力，陈盈骏、
刘铮、林庭谦和归化球员阿
提诺纷纷到场。可以说，中国
队在一开始就要做好打硬仗
的准备。

闯险滩，方显英雄胆。困
难时刻，中国男篮需要硬气
一回了。

面对老对手韩国，中国男篮如何排兵布阵？ IC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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