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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特人93：80击败热火，最大分差达到23分

互相“折磨”的东决，实在令人费解

2022年5月27日 星期五

A类:证件挂失
各类印章、执照、许可证、组织代码、收据

收条、发票、保单、银行税务、执业资格证、

工作证、营运证、毕业证、学生证、身份证、

警官证、律师证、车辆、各类有效凭证等。

有意者请将简历发送至123181202@qq.com 合则约见
工作地点:济南\泰安\潍坊\济宁等主城区0531-88778968

诚 邀 合 作
山东登报服务连锁机构：基于市场拓展需要，诚邀具有互联网思维的营销人才、办公内勤

（熟悉排版）各数名。英雄不问出处，年龄学历等均不可一概而论，只要进取。

●证件挂失 ●公告声明 ●通讯软文 ●商业宣传

B类:法律公告
各类注销、减资、劳动关系、股东会、寻人

寻亲、道歉声明、拍卖公告、环评公示、变

更迁址、合并/分立、产品召回、债权公示、

招标、行政公告、各类程序公告声明等。

●2005年8月18
日在枣庄市矿
区东井路路边
捡拾一名女婴，
用包被包着，没
有任何信物，身
体健康，有认领
者请与本人联
系。
联系人 :王次

芬，联系电话：19863289812
声明人:王次芬

●遗失说明
李 学 峰 ( 身 份 证 号 ：
372301197609033639)不慎丢失中
华人民共和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者执业证，执业机构：滨州经济开
发杜店法律服务所，执业证号：
31523151120983。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退休干
部王金銮，遗失山东省省直保健证
(退休)，保健证号：0410205，声明
作废。

●济南市历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0年06月01日核准的济南福新
金属材料销售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370100200178024，声明作废。
●遗失李少秋居民身份证，证号：
370503197509092924，声明作废。

●登报声明
品牌好太太，遗失济南红星美凯龙
世博家居生活广场有限公司于
2021-7-14(日期)开具收据一份
( 法 人 ：周 文昌，商户编码：
0040179349，收款事由：商户装修
保证金，金额：10000 . 00元，收据
号：SK21071406448987)，现声明该
收据付款方凭证联原件失效，不作
为退款凭据。
●减资公告
济南企安控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70102MA3MAGKWX6)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管理机关申请将注册资金由捌千
万元人民币减资到壹拾万元人民
币，请各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有权向本公司申
请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济南市市中区简单爱母乳哺育服
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70103MJD72217X1,经理事会决
议，拟向单位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由任卉、李琦、王昱瑾组
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济南市市中区简单爱母乳哺育服
务中心

2022年5月27日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公章(编号3701027559978)、财
务专用章(编号3701057558977)、
法人章徐忠法，因业务需要，特此
声明原章作废。
●本人李国华丢失青岛世茂新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保证金押金收据一份，金额为
21650.4元，声明作废。

● 邹 红 蕾 张 志 鑫 ( 身 份 证
3 7 0 3 0 2 1 9 9 4 0 1 1 9 0 5 2 4、
370105199509064130)丢失由济南
唐冶帝华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购
房收据，编号9396153，金额246485
元，房号4-2-1408，声明作废。
●济南多一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
JY23701030021304,有效期2021年
8月31日。公示作废。
●闵浩遗失山东政法学院学生证，
身份证号:340604200203052218，
声明作废。
●济南市商河县乐哈哈干果店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本丢失(许可证编
号Jy13701260033031)声明作废。
●青岛宝儿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
法 人 章 金 海 城 ( 编 号 :
3702140497524)不慎丢失,特此声
明原章作废。

●济南市历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10月28日核准于济南长实
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70112MA3NRDWW13)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
废。
●济南市市中区瑞承饭店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丢失,许可证编号：
JY23701030072208(1-1)，声明作
废。
●华电山东新能源有限公司沂源
分 公 司 ( 注 册 号 ：
91370323MA3MG5N774)，核准日期
2020年4月22日的营业执照副本遗
失，声明作废。
●济南同天投资有限公司公章(编
号3701037079491)、财务专用章
(编号3701037079492)、发票专用
章(编号913701033070226267)，合
同专用章(编号3701037079493)不
慎丢失，特此声明原章作废。
●青岛鸿涛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202MA94051X7E)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声明作废。

房地产拍卖公告 金国拍公字【2022】第188号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6月16日上午10时在金拍网(http://www.jinpaiwang.com.cn)对

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一、标的名称：淄博市淄川区洪山路282号房产一处(包括办公用房、其他附属用房及其占用

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详见评估报告)，参考价：4039149元，保证金：50万元。
标的详情简介：1.有证房产：淄博市房权证淄川区字第04-1023107号，建筑面积：69.03m2，

用途为：伙房、压力罐房、车库等；淄博市房权证淄川区字第04-1023106号，建筑面积：531.41m2,
用途为：办公楼、传达室、锅炉房等；2 .无证房产：建筑面积约为：282 . 67m2，用途为：办公房、车
库，卫生间等；3.土地使用权：淄国用(2010)第C00343号，使用权面积为908.71m2，用途为：商务
金融用地，使用权类型：作价出资，终止日期为2048年12月15日。特别提示：(1)过户交易过程中所
涉及的一切税费金由买受人承担。(2)本拍卖公告所含数据依据评估报告确定，具体以评估报告
为准。二、竞买申请与登记：有意竞买人请于2022年6月15日16时前将规定数额的竞买保证金汇入
指定账户(户名：金诺国际拍卖集团有限公司；账号：000000726003800003937；开户行：齐鲁银行
济南历城支行)，到账为准，持有效证件联系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三、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四、联系方式：韩经理 17860528736 贾经理18615696406
五、地址：济南市历下区舜风路101号齐鲁文化创意基地4号楼

金诺国际拍卖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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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冯子涵

防守端的肉搏

“得防守者得天下”，本轮系
列赛，双方在防守端的效率成为
取胜的关键因素。

不过，不同于前几场比赛的
“一节花”，天王山之战开局阶段，双
方就展现出了超高强度的身体对
抗，甚至一些明显带有移动掩护的
动作都没有被吹罚犯规，裁判的判
罚尺度也为本场比赛定下了基调。

也正因为如此，双方在这轮
系列赛里第一次没有在上半场结
束后就进入“垃圾时间”，反而打
出了最焦灼的上半场。

然而进入下半场，热火却顶

不住了。第三节绿军抢了17个篮
板，热火仅拿到10个。防守效率的
下降，随之而来的就是分差被逐
渐拉开。本场比赛，热火最多落后
23分，仅第三节单节，他们被绿军
打了个16：32。

赛后，热火大当家巴特勒坦
言：“最重要的是，我们防守端在
下半场出现了精神松懈。我们上
半场打得相当不错，但是对阵他
们，你需要打好两个半场。”

主力伤病影响

本赛季东部季后赛一直拥有
高强度的身体对抗，球队不免出
现伤病困扰，这也是影响比分的
重要因素。

五场比赛，双方均有阵容不

整的情况。凯尔特人主将塔图姆
遭遇肩伤，最佳防守球员斯玛特
也曾缺席，老将霍福德无缘首战，
还有罗伯特·威廉姆斯……而巴
特勒则是右膝有伤，最佳第六人
希罗和猛将洛瑞都有腿部伤病。

甚至，在天王山之战开打之
前，热火队几乎半支队伍“出战成
疑”，希罗索性休战。虽然赛后热
火主帅斯波说道：“我们不会找任
何借口，凯尔特人击败了我们。”
但事实却是，出战24分钟的洛瑞6
投0中，一分未得。

巴特勒虽然多次强调他并没
有受到伤病影响，但数据的下滑却
是有目共睹。前两战未受伤时，他
场均能贡献35分，然而本场比赛，
他只有13分进账。据统计，自从在
系列赛第三战中遭遇右膝发炎后，

巴特勒在接下来的两场比赛中场
均仅得到9 . 5分，合计32投仅7中，
三分出手7次仅命中1球。

在绿军输球的几场比赛中，
同样也出现过类似的状况。东决
首战，斯玛特和霍福德缺阵，使得
凯尔特人在防守端难以招架，最
终无缘开门红。

成败看三分？

随着小球时代的到来，三分
球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
升，更多球队开始依靠外线得分。
尤其是在内线防守收缩的状况
下，外线手感显得更为重要。

本场比赛，热火在三分线外
45投仅7中，命中率仅为15 . 6%。
其中洛瑞5中0，斯特鲁斯7中0，文

森特7中1，奥拉迪波3中0，巴特勒
和塔克皆为5中1。他们共投丢了
38个三分球，创队史单场投丢三
分球最多纪录。

也难怪斯波在看到本场比赛
的数据统计后，苦笑了一声：“我
们的三分球命中率不妙啊。”

和正在争夺西部冠军的独行
侠一样，绿军也是一个不折不扣
的三分大队，后者的三分出手数
更是达到了联盟第二。在季后赛
中，他们的三分球603投220中，命
中率36 . 5%，远高于热火。

接下来的第六战，将是决定
双方命运的关键之战。即便是前
五场比赛都出现了巨大的分差，
但在更为重要的比赛面前，双方
绝不能被此前的战况所影响，坚
持战斗到最后一秒。

记者 季禹

5月26日消息，在重庆两江竞
技宣布退出中超联赛后，处于递
补第一顺位的大连人申请递补进
入中超。最新消息显示，中国足
协、中足联筹备组经慎重决定后，
同意了大连人的申请。不出意外，
大连人将前往海口赛区。

24日，重庆两江竞技官宣解
散，海口赛区出现名额空缺。此前，
赛事筹备组曾计划以17支球队参

赛，重庆队的比赛判0：3负。不过，
中超扩军第一年就出现“缩编”情
况确实比较尴尬。同时，上赛季降
级的大连人递补意愿强烈。因此，
相关方启动了递补方案的讨论。

由于目前大部分球队已经进
驻赛区，同时距离中超开赛时间
已仅剩一个星期，调整各赛区球
队已经不太现实。鉴于此，大连人
只得远离大连赛区，远赴海口参
加首阶段赛事。为此，大连人与申
花的热身赛也被取消。

目前，海口赛区的6支球队为
山东泰山、长春亚泰、河南嵩山龙
门、广州城、浙江队、大连人。大连
人确认递补中超后，详细赛程及
其他开赛事宜也有了尽快落实的
可能。

目前，摆在大连人面前的一
大问题是，球队阵容实力能否与
中超相匹配。在降级中甲后，大连
人本计划以全华班出战中甲，并
没有为球队配置外援。

按照惯例，中超会开启一个临

时转会窗口。不过，大连人在外援
方面却几乎没有调整空间。由于国
际足联对大连人实施转会禁令，球
队目前无法引入外援，除非在解决
薪资问题后召回上赛季的外援。

此外，重庆两江竞技球员的
归属问题也有了初步解决方案。
据媒体报道，中国足协计划为重
庆两江俱乐部球员开启一段临时
转会窗口期，开窗截止到新赛季
中超开赛前，也就是6月3日。

不过，究竟有多少球员能够

在窗口期找到下家，仍然是一个
疑问。首先，开窗期仅有不足一个
星期，如此短的时间里敲定下家，
本就不是易事。其次，目前大多数
球队已经敲定了新赛季球员框
架，可补充的空间也不大。

大连人递补中超只差官宣，联赛重返18队

引援受限，“全华班”能否玩得转？

天王山之战居然也成了碾
压局，今年的东部决赛令人费
解。

北京时间5月26日，NBA
东部决赛第五场，凯尔特人和
热火迎来关键一战。双方在半
场比赛结束时还紧咬比分，但
凯尔特人在第三节全面发力，
以93：80击败热火，顺利取得赛
点。

回顾整轮系列赛，主角双
方几乎都是“神一场、鬼一场”
的状态。数据显示，已经结束五
场比赛，每场分差都至少达到
过20分，最大分差的平均值是
27分。如此巨大的分差，到底是
什么原因造成的？

凯尔特人队球员杰伦·布朗

在比赛中防守热火队球员凯尔·洛

瑞。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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