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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章丘区辉煌食品加工厂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丢失(许可
证编号:92370181MA3PC7LU9T),声
明作废。
●沂源欣盛畜禽养殖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323696884202B)2013年7月8
日发证的税务登记证副本丢失，声
明作废。
●本公司济南宝贝壳食品有限公
司，因保管不善遗失济南世茂置业
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开具的装修
押金收据，收据号：3458497，金额
5000元，声明作废。该收据产生的
任何权责与济南世茂置业有限公
司第一分公司无关。
●济南市历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0年7月8日核准的山东威美业
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
本丢失，声明作废。
●郭磊遗失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
学学生证，证号：200304010351，声
明作废。

●通知
本公司山东津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拟定于2022年7月2日在山东省
济南市长清区孝里街道办事处220
国道东侧赵庄1号召开股东会议，
商讨股东变更事宜，请全体股东按
时到场。
山东津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5月31日
●马梦佳遗失医师资格证书，证书
编 号 为 ：
201937110371502199409207820,
声明作废。
●历城区顾芳馨百货店遗失公章，
发 票 章 ( 编 号
92370112MA945PPA3B)各一枚，声
明作废。
●王木朋山东建筑大学土木工程
专业毕业证遗失，毕业证编号：
104305201105000459,声明作废。
●李时红，房号B26–2-202,丢失
山东万城集团有限公司开具补差
价收据1326元，声明作废。

●债权债务公告
山东交运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泰安
分公司因业务调整现已注销，对注
销前债权债务和经济纠纷进行清
理，对于分公司原股东和负责人存
续期间的债权债务和经济纠纷合
法手续可到我公司联系登记事宜，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有效，逾期
我司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特此公
告。
联系电话：18560214516
联系人：韩文秋
联系地址：济南市天桥区黄岗东都
三号
●公告
颜神焦庄烧饼伟东新都店因经营
不善停止营业，会员充值需退费的
在5月13日至6月13日期间办理退
费，逾期停止办理，联系电话
13864033608。
●本人王卓，于2019年11月29日在
安德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购买东
北地块梧桐里项目12号楼1单元
902室，现不慎遗失该公司开具的
收据3张，收据编号：1160651，金额
100000元；收据编号：1160652，金
额189984元；收据编号：1253241，
金额40000元；合计金额329984元，
特此声明挂失，原件作废。
●丁若涵遗失山东大学学生证，证
号201900260039，声明作废。
●沈兆泉学生证丢失，编号
202109113148，声明作废。

●张羽飞丢失山东大学学生证，证

号：202123112011，特此声明挂失。

●孙帅遗失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

学学生证，证号:200403090219，声

明作废。

●刘烁文遗失山东大学学生证，证

号：202000150104，声明作废。

●平度市凯胜机械加工厂(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70283MA3P30QE15)不慎丢失发
票章(编码：3702830319093)公章
(编码:3702830319094)法人章(蒋
吉成)，声明作废。
●盛大伟警官证 (证件编码：
014489)丢失，声明挂失。

●山东古树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709833130928746)不慎丢失财
务专用章及法人阎敬恩法人章，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刘相玲、杨红霞，遗失
山东椿昇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购
房收据2份:编号6058345(金额
10000元)、2070342(金额368000
元)，特此声明挂失原件作废。
●济南市历城区郭店小区17号楼
一单元402室，王东林购房收据丢
失，声明作废。
●合伙人会议召集公告
全体合伙人：
经本合伙企业决定，定于2022
年6月17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
英雄山路129号1号楼2905-2室召
开合伙人会议，商议延长合伙期限
事宜，请准时参加。逾期不参加，将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特此
公告。
济南盛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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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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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莱龙铁路益羊铁路送电公告
大莱龙铁路扩能改造工程西起潍坊市管辖的寿光市、滨海开发区和昌邑市，经青岛市管辖的平

度市，烟台市管辖的莱州市、招远市和龙口市，止于大莱龙进港线龙口港站。为了满足大莱龙铁路扩
能改造工程开通要求，益羊铁路东宅科线路所(含)至大家洼站(含)；大莱龙铁路大家洼站(不含)至
龙口西站(含)；龙烟铁路龙口西站(不含)至芦头站(不含)(K0+149-K1+072)；龙口港进港线龙口西
站(不含)至龙口港站；海青铁路海天站(不含)至新河园站(不含)(K02+070-K03+265)，上述范围内
所有的供电线路、接触网及设备设施于2022年6月15日10时送电，届时全部处于带电状态。铁路牵引
变电所进线电源电压为110千伏，接触网电压为27.5千伏，电力线路电压为10千伏，现予以公告。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为确保安全，请沿线地方政府各乡镇、社区、学校
等企业事业单位结合以下要求做好相关安全宣传工作，请沿线广大群众、各相关施工人员自觉遵守
以下规定：
一、禁止实施下列危害电气化铁路设施的行为：1.向电气化铁路接触网抛掷物品；2.在铁路电

力线路导线两侧各500米的范围内升放风筝、气球等低空飘浮物体；3.攀登铁路电力线路杆塔或在
杆塔上架设、安装其它设施设备；4.在铁路电力线路杆塔、拉线周围20米范围内取土、打桩、钻探或
者倾倒有害化学物品；5.触碰电气化铁路接触网。
二、严禁各种车辆和行人穿行电气化铁路线路及铁路调车作业区域；严禁在电气化铁路线路上

行走、逗留或玩耍。各种车辆和行人通过电气化铁路平交道口必须遵守下列规定：1.通过道口车辆
限界及物货装载高度(从地面算起)不得超过4.5米，超过时，应绕行立交道口或进行货物倒装；2.
通过道口车辆上部或其货物装载高度(从地面算起)超过2米通过平交道口时，车辆上部及装载物上
严禁坐人；3.行人持有长大、飘动等物件通过道口时，不得高举挥动，应与牵引供电设备带电部分保
持2米以上的距离。
三、电气化铁路附近发生火灾时，距牵引供电设备带电部分不足4米的燃着物体，使用水或灭火

器灭火时，牵引供电设备必须停电。
四、发现电气化铁路电力接触网设备设施发生偷盗、毁损、拆卸时，应就近报告铁路单位或公安

机关。
五、如发现电力接触网悬有垂线头、部件等物品时，不得接触和接近；发现电力接触网导线断落

时，人、物应远离10米以外，并立即就近报告铁路单位。
六、其他未尽事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执行。
特此公告

山东大莱龙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烟台市公安局大莱龙铁路分局
潍坊市公安局益羊铁路分局 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益羊铁路管理处

山东大莱龙铁路扩能改造工程项目建设办公室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大莱龙铁路扩能改造工程项目经理部

2022年5月31日

记者 怀晓

第59次“德纳决”还是来了。
北京时间6月1日3：00，德约科维
奇与纳达尔将在法网上半区八强
赛迎来巅峰对决。

5月29日晚，卫冕冠军、世界
排名第一的德约科维奇在个人第
100场法网男单比赛中，3:0完胜
阿根廷选手施瓦茨曼，成为第一
个晋级2022年法网男单八强的选
手。

30日凌晨，5号种子纳达尔鏖
战4小时21分钟，以3:2惊险击败
了9号种子阿里亚西姆，与德约科
维奇会师1/4决赛。

其实，这两位天王级选手的
“暗战”从本届法网第一轮就已展
开，谁能以更“节能高效”的方式
晋级，谁就占得先机。

4小时21分，鏖战5盘，对35岁
且有伤在身的纳达尔来说，这就
是最大的麻烦，因为八强战时，他
的对手正是体能、意志力惊人的
德约科维奇。而在过往的58次交
锋中，后者以30胜28负占优。

尽管前三个月没有打几场
球，德约科维奇在红土赛季前两
个比赛时也出现了体能亏空的状
况，不过最近三站比赛中，他的状
态却有明显提升，从罗马到巴黎，
他已经连续赢下22盘。

无论从体能还是状态来看，
似乎德约科维奇都略胜一筹。

两人首度在罗兰·加洛斯交
锋，还是在16年前的男单1/4决
赛。彼时的纳达尔，一年前刚刚
在这片场地上首夺大满贯冠
军；那一年的德约科维奇还是
刚刚冒尖的小将，正是凭借在

红土场上的出色表现，他开始
引起世人的注意。

双方在法网的第一次交锋，
德约科维奇在连丢两盘后因伤退
赛，目送纳达尔向着自己的第二
座法网男单冠军奖杯迈进。

此后，两位巨星在罗兰·加洛
斯的九次对阵，既有经典对决，也
有让人意犹未尽的比赛。过往几

年中，两人曾联手奉献过鏖战至
决胜盘长盘决胜的拉锯战，也有
过决赛“一边倒”、出乎所有人意
料的“速战速决”。

如今，纳达尔即将年满36岁，
德约科维奇也已经35岁。尽管两
人在1/4决赛就将相遇，本场对阵
依然有可能牵动网球史上的“历
史最佳之争”。

大满贯冠军的数量，往往被
球迷认为是评价球员历史地位的
重要指标。目前，纳达尔手握21个
大满贯，德约科维奇则有20个大
满贯。

如果纳达尔取胜，他在后续
的比赛中很有可能一鼓作气，夺
得第22个大满贯男单冠军，超出
德约科维奇两冠。

而如果德约科维奇取胜，并
最终拿下本届法网冠军，那么他
将追平纳达尔保持的21冠纪录，
历史最佳球员之争将再生悬念。

在红土场上再次相遇的两
人，会打出一场“一边倒”的比赛，
还是鏖战多盘？总而言之，所有球
迷想象得到的剧情，都有可能变
为现实。

记者 冯子涵

“我们拼尽了全力！”热火官
方在社交媒体上这样写道。

北京时间5月30日，NBA东
部决赛第七场，坐拥主场的热火
以96：100不敌凯尔特人，在万千
球迷的注视下出局。但高喊“下
狗”口号的热火，用强硬且拼命的
态度，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三年两进东部决赛，对热火
来说已经足够成功。要知道，他们
阵中有多达8名落选秀，而大当家
巴特勒当年也不过是个30号秀。
就是这样一群看起来并不是那么
耀眼的球员，演绎了一场励志大
戏——— 以常规赛东部第一的身份

进入季后赛后，他们连克老鹰和
76人，并一路打到东部决赛，还能
和握有“双探花”的绿军鏖战七
场。

据ESPN统计，热火是NBA
历史上第4支在单个赛季里，有至
少65场比赛都派上了5名甚至更
多落选秀的球队。

“挖掘落选秀是我们的球队
哲学，”热火主帅斯波曾说，“我们
做这件事已经有好多年了，我们
知道自己寻找的是什么样的球
员，我们并不适合每个球员，但我
们喜欢做个造梦者。”

“队魂”哈斯勒姆也曾是一名
落选秀，坚守迈阿密19个赛季，他
道出了球队文化的玄机：“我们队

会给你和状元秀同样的机会，但
你必须努力打球。球队会给予每
名球员信心，我们也相信管理层
和教练组。”

于是，邓肯·罗宾逊、斯特鲁
斯、文森特、邓罗、克雷布·马丁等
一批“无名之辈”开始在常规赛
中崭露头角。即便是巴特勒、阿
德巴约、洛瑞和希罗四名首发合
计缺席86场比赛时，他们仍然拿
到了53场常规赛胜利，这也是热
火自2013—2014赛季后首个单赛
季50胜。

然而，虽说英雄不问出处，但
在NBA这种最看重也最比拼天
赋的竞技场，选秀顺位很大程度
上代表了球员的实力天花板，先

天上的差距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个缺憾，在更加残酷的分

区决赛中被无限放大。
进入东决后，顶替邓肯·罗宾

逊进入首发的斯特鲁斯，曾打出
两场共计16中0的比赛；第五战时
的洛瑞6投0中，还赔上了5个犯
规 ；塔 克 也 有 颗 粒 无 收 的 时
候……

即便巴特勒在最后两战中倾
尽所有，共砍下82分18篮板9助攻
5抢断的数据，却最终还是没能带
领球队登上最高的舞台。巴特勒
是球队的王牌，但缺点就是，只有
他一张王牌。或许真的就如在此
前被他们淘汰的恩比德所言，热
火需要另一个球星。

我们还不知道接下来球队会
有怎样的动作，但这个赛季，他们
已经尽力了。

“这(本赛季)对下赛季会很
有帮助，我认为一切都会有助于
下赛季，有助于保持球队的连贯
性，有助于相互了解每个人的倾
向、进攻、战术术语、防守方案、进
攻方案、情绪、个性等。我们期待在
夏天有机会变得更好，并在明年再
次获得这样的机会。”洛瑞说道。

热火96：100不敌凯尔特人，止步东部决赛

一群“无名之辈”，彰显励志可贵

德纳法网再相遇，这次谁能走得更远？ IC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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