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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尹成君

一场荡气回肠的进球大战，
两支士气惊人的球队。北京时间
27日凌晨，熬夜看球的球迷终于
等来了本赛季欧冠最精彩绝伦的
比拼，曼城在主场4：3战胜皇马，
在半决赛首回合中取得一球领先
的先机。

但是，顽强拼搏的皇马也没
有彻底无望，他们力拼下来的三

个客场进球完全可以帮助自己挽
回败局。

本场比赛，曼城一开场便占据
主导，德布劳内开场两分钟就首开
纪录，第11分钟热苏斯将比分扩大
到2：0。如果皇马此时士气垮掉，一
场比分悬殊的惨败势必难免。

但是，作为唯一欧冠三连冠的
王者之师，他们绝不会就此放弃。

本泽马，这名在C罗离队后一直
挑大梁的老将再度发威，在第33分

钟破门，将比分追至1：2。
事实上，这粒进球已经是本

泽马近四场欧冠打进的第八球，
之前对大巴黎和对切尔西，他连
续上演了两次“帽子戏法”，状态
出奇地好。

不过，曼城在错过几次扩大比
分的机会后又由福登将比分扩大
到3：1，比赛该赢就得赢，在这一点
上，瓜迪奥拉的队伍从不含糊。

而皇马也不是轻言放弃的主

儿，很快由维尼修斯破门，继续紧
咬比分。之后两队分别由贝纳多和
本泽马各进一球，曼城以4：3收场。

尽管不情愿，“蓝月亮”也不
得不接受自己“欲擒故纵”的事
实。

这样的比分让曼城很尴尬，
一场酣畅淋漓的进球大战，实际
效果比0：0差不了多少，而皇马手
握三个客场进球，下回合回到主
场依然占据强大的心理优势。

瓜迪奥拉在赛前就说，他从来
就没有指望靠首回合就能解决皇
马。如他所愿，“银河战舰”还真成
功脱逃了。这也给下回合留下无数
悬念，欧冠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欧冠半决赛，皇马3：4不敌曼城

荡气回肠，输掉首回合又何妨

记者 冯子涵

末节觉醒的猛兽

本场比赛，莫兰特末节一人
独得18分，成为队史季后赛第四
节得分最高的球员，他也由此成
为球队赢球的绝对功臣。

但实际上，他在前三节的表
现让人不得不怀疑他是“假·莫
兰特”。在第三节末最后一攻之
前，他仅贡献10分，而此时球队
落后13分，处境艰难。

或许是受到了某种“召唤”，
第三节末，灰熊最后一攻，莫兰
特持球完成一记单臂劈扣，将暴
力美学演绎到极致。

这记强力扣篮不仅点燃了
球迷，也点燃了他内心的“猛
兽”。

终场前1分03秒，莫兰特投
中了至关重要的三分球，将比分
反超；终场前3 .7秒，双方战成平
手后，他又送上一记极限拉杆，
将森林狼的“加时梦”彻底击碎。

在完成绝杀后，莫兰特在队
友的簇拥中，兴奋地比出“打电

话”的手势，有力地回击了来自
对手的嘲讽。

封神与救赎之战

其实在之前两场比赛中，莫
兰特的状态并不能用优秀来形
容。

第三场比赛，灰熊虽然完成
了26分惊天逆转，但莫兰特18次
出手仅命中5球；第四场比赛，他
再次投出13投4中，30.8%的超低
命中率，让不少人质疑他的成
色。

如果再将时间往前推，常规
赛后半段，莫兰特缺阵时，球队
取得20胜5负的不俗战绩，也让
不少人认为“无莫灰熊”才是更
强的。

对于莫兰特来说，本场比
赛背负的压力并不小。一旦再
输球，他遭受的质疑将会成倍
增加。因此，在这样的重压之
下，沉默三节之久的莫兰特终
于在最后时刻完成了自我救
赎。

他用这场足以载入史册的
个人秀，朝着超级巨星的目标迈

进。曾认为灰熊没他会更强的
人，现在也该明白，季后赛才是
真英雄的舞台。

年轻气盛的资本

莫兰特虽然没有詹姆斯年
轻时那种疯狂的统治力，也没有
霸道的身体素质，但这个一头脏
辫的年轻人，还是让不少球迷感
叹“年轻真好”。

作为2019年的榜眼秀，莫兰
特用三年时间诠释了何谓“年轻
气盛”。

本赛季常规赛，他曾在半个
月时间里接连创造职业生涯单场
得分新高。在这个“小球时代”里，
他总能用自己的能力上演高难度
进球。

多样的得分技巧和高超的
身体素质，是莫兰特执行绝杀的
资本，甚至在全明星投票中，他
的球迷得票数在西部后场球员
中仅次于库里。

目前，灰熊已经拿到赛点，
他们有望在下一轮比赛中实现
晋级，莫兰特也将继续带队前
进。

从球星蜕变成超级球星，总是需要一些代表性时刻，这一回，轮到灰熊球星贾·莫兰特
纵情绽放了。

4月27日，NBA季后赛继续进行。凭借莫兰特的拉杆上篮绝杀，灰熊主场111：109险胜
森林狼，拿下天王山之战，将大比分改写为3：2。

莫兰特单骑救主，为灰熊

拿下天王山胜利。 IC photo

●减资公告
青岛宝福立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1MA3WH3MX2F)，经合伙人会
议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由注册资本10000万元
减至100万元人民币，请相关债权人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
申报债权或其它请求，特此公告。

2022年4月28日
●山东富兴商贸有限公司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丢失，许可证编号
JY13715820034439，声明原件作废。
●青岛日日鑫商贸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3702110026397)、财务专用章
(编号3702110026398)、法人章王肖
燕(编号3702110026399)，不慎丢
失，特此声明原章作废。
●郓城盛鸿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71725MA3RRRBLXM)丢失公章(编
号3717250064283)，特此声明作废。
●青岛中科佳业商贸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3702150318018)、财务章(编
号3702150318019)、法人章(编号
3702150318021)不慎丢失，特此声
明原章作废。

●赵忠强，持有的滕州辰龙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收据(购房订金)丢
失，号码:2574808，金额:伍万元整，
声明作废。
●孔凡靖，持有的滕州辰龙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收据(房款)丢失，号
码:1284975，金额:壹拾伍万贰仟叁
佰捌拾柒元柒角伍分，声明作废。
●青岛安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即墨
第二分公司不慎遗失法人章，编码：
3702820585465，声明作废。
●山东滕城置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91370103MA3ML3A096)项目专用章
(编码：3701037634804)丢失，声明
作废。
●华航检测认证(青岛)有限公司建
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副本
(证书编号：鲁建检字第02013号)不
慎丢失，特此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
后果由公司承担。
●遗失本人管岩卫青岛正商蓝海港
湾小区51-19网点装修保证金收据
收据编号(2024695)金额:贰千元
整，特此声明作废。
●鄄城正通建筑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71726MA95395787)丢失公章(编
号3717260045108)，特此声明作废。
●醇岛生物技术(青岛)有限公司法
人章刘洪涛(3702140491710)丢失，
声明原章作废。

●召开股东会通知：
德州市广源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德
州众力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71400590309998Y)拟于
2022年7月1日上午9点在德州众力
商贸有限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地址：
德州市运河经济开发区水厂路22号
生资综合楼106号营业房)召开股东
会，请按时参加。如不参加，视为放
弃表决权。

德州众力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尉伟

●减资公告
烟台开发区汇利资源再生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6007636520157)经公司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7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200万元。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
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菏泽市定陶区聚源食品有限公司
行政章印章编号为3717270006706、
财务章印章编号为3717270006707、
法人章 (郑双喜 )印章编号为
3717270006710、发票章印章编号为
3717270006709、合同章印章编号为
3717270006708因不慎丢失现已登
报声明作废，并重新申请合法有效
印章。菏泽市定陶区聚源食品有限
公司因网络防伪印章印模丢失现已
登报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青岛君安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211MA3EMEW15X)，经公司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由注册资本5000万元
减至100万元人民币，请相关债权人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
申报债权或其它请求，特此公告。

2022年4月28日
●拟注销公告
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复同意，山东省
舜天大酒店决定注销。请债权人自
2022年4月28日起45天内向本单位
申报债权。联系人：宗老师地址：济
南市天桥区无影山中路19-2号，电
话：81656396

山东省舜天大酒店
2022年4月28日

●潍坊泰来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2日在潍坊世纪天源置
业有限公司交纳的购房款收据
No0005672号，金额408841元，不慎
遗失，特声明作废。
●临邑福贵运输服务有限公司：鲁
NC4624(证号371424902733)、鲁
N682H挂(证号371424902734)车辆
营运证挂失，特此声明。
●赵中强(赵忠强)，持有的滕州辰
龙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收房
款)丢失，号码:3110047，金额:柒万
元整，声明作废。
●烟台莎玛拉庄园葡萄酒有限公司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丢失，许可证
编号JY13706810011953,声明原件
作废。
●张福兴遗失济南90医院开具的发
票收据，票号:211001047397，金额：
13310.1元，声明作废。
●邹平百合商贸有限公司不慎丢失
公章(编码:3723300013802)，声明
作废。

●菏泽市定陶区马集镇袁堂村村民
委员会印章编号为3717270004681，
因行政章不慎丢失现已登报声明作
废，并重新申请合法有效印章。
●乔婕身份证230405199404270320
遗失位于东大杨庄66-1-102天桥区
北湖片区无证房屋收购协议，编号
BHYZW-1040号，声明挂失。
●登报声明:品牌古诺奇，遗失济南
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生活广场有限
公司于2021.7.23开具的商户装修
保证金收据一份(法人：王芳，金额：
1 0 0 0 0 . 0 0 元 ，收 据 号 ：
SK21072306491716，)现声明该收据
付款方凭证联原件失效，不作为退
款凭据。
● 马 洪 江 身 份 证 号
370103196303111011丢失由济南东
城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
购房收据二张，编号为4048824，金
額635474元，房号4-1-1402。编号为
4048825，金额26028元，地下室号4-
1-112，特此声明作废。
●枣庄市市中区大壮牛肉汤面馆食
品经营许可证：JY23704020100931
丢失声明作废。

●登报声明
因山东艺术家商贸有限公司将上海
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济南
分公司开具的收款收据(开具日期：
2 0 1 9年 1 0月 2 5日，收据编号：
SK19102503386607，内容：装修押
金，大写金额：贰万元)遗失，现声明
该收据付款方凭证联原件失效，不
再作为退款凭据，由此收据遗失引
起的一切法律纠纷概由山东艺术家
商贸有限公司承担，与上海红星美
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
无关。
●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山东金耀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
减至300万元。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
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
出的视为没有提出要求。(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70811579359767X)联
系电话：13145371996
山东金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7日
●肥城市边院镇农村财务管理核算
中心公章不慎丢失，现声明作废。

封路公告
为改善东营区的道路交通环

境，现需对Y016乡道陈庄至广青路
(S227省道)施工改造。为确保施工
质量和安全,需对该路段实行封闭
施工。预计封路时间为2022年4月
20日至2022年9月6日,届时请过往
车辆和行人按照道路交通导行标
志提前择路绕行。施工期间，给您
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东营市东营区市政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2022年4月27日

公 告
为加快推进绿色生态城市建设，营造良好宜居环境，现就佛慧山山脊北侧、原鱼翅

皇宫大酒店南侧、长生林公墓东侧及西侧区域范围内散埋坟墓；千佛山风景名胜区内

散埋坟墓开展治理，公告如下：

一、治理范围、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治理范围：①佛慧山山脊北侧、原鱼翅皇宫大酒店南侧、长生林公墓东侧及西

侧区域范围内散埋坟墓；②千佛山风景名胜区内散埋坟墓。

2.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千佛山东路社区，联系人：李老师，联系电话：0531-82915304。

千佛山西路社区，联系人：董老师，联系电话：0531-82916043。

二、整治要求

请上述治理范围内散埋坟墓墓主家属，在公告期内(公告期：2021年12月9日至

2022年6月8日)，与上述对应人员联系，持个人有效证件、相关安葬证明材料办理登记，

逾期未登记的坟墓视作无主坟墓，结合实地进行绿化治理改造。

特此公告。

济南市历下区千佛山街道办事处千佛山东路社区居委会

济南市历下区千佛山街道办事处千佛山西路社区居委会

2022年4月28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山东省鲁粮粮食大厦有限公司(曾用名：山东粮食大厦)、山东省粮油集团总公司、山东坤华集团公
司、山东省粮油工业公司：
由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立案执行的执行案号分别为(2011)济铁中执字第95号[执行依据：

(2004)鲁民二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2011)济铁中执字第96号[执行依据：(2005)鲁民二初字第9
号民事判决]、(2011)济铁中执字第98号[执行依据：(2004)鲁民二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2011)
济铁中执字第99号[执行依据：(2004)鲁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的债权由山东方成投资有限公
司享有。现山东方成投资有限公司与济南速赢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签订债权转让
协议，约定将山东省鲁粮粮食大厦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于济南速赢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山东方成投资有限公司不再接受贵方偿还债务，贵方应于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向济南速赢企
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债务，山东方成投资有限公司将与济南速赢企业管理服务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向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申请变更上述案件的申请执行人。特此通知。

山东方成投资有限公司
济南速赢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2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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