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郭韬略）
在一场被认为谁的反击质
量更高谁就更有可能获胜
的交锋中，建业队被天津泰
达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上
半时就被对手连进两球的
他们，最终0∶2失利，良好
的势头被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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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科新苑 C 区项目位于郑州市金水区农科路南、

政七街东，项目占地面积 28769.89 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 129238.65 平方米。现公开招标选聘前期物业
服务企业，投标资格要求如下：一、投标单位资格要
求：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2、必须通过房地产行政主
管部门的资格预审。 3、有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
为记录的物业服务企业不允许参加投标。 二、投标报
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1、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
取时间：2018 年 8 月 13 日 -2018 年 8 月 17 日。
2、招标文件领取地点：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与
商务东四街交叉口联合中心大厦 716 房间 联系电
话：0371-67889731；招标人：河南农科置业有限公
司 咨询电话：0371-65756673

河南农科置业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11 日

纪录被“门将中的梅西”刷爆
如果你看过上赛季欧冠决赛，肯定

会对利物浦门将卡里乌斯的两次低级失
误记忆犹新，他也直接断送了利物浦整
个赛季的努力。主帅克洛普最终忍无可
忍，今年夏天做出了更换守门员的决
定。接替卡里乌斯位置的是巴西国门阿
利松，号称“门将中的梅西”，过去一个赛
季在罗马发挥出色，帮助球队夺得意甲
第三且杀进欧冠四强，是亚平宁赛场上
表现最好的守门员。

为了签下他，利物浦支付给罗马高
达6250万欧元的转会费，外加1000万欧
元浮动条款，总值达到 7250万欧元，打
破了布冯 17年创造的守门员标王纪
录。17年前，布冯从帕尔马加盟尤文图
斯的转会费达到了5288万欧元。

都说一个好门将顶半支球队，都知
道门将的稳定性和水平对整支球队的重
要性。不过为何门将的转会身价没有像
进攻型球员那样大幅上涨？据此前德国
《转会市场》的数据显示，在足坛历史上转
会费最高的前50次球员转会事件中，迄今
为止布冯仍然是唯一一名守门员。

中国足协发布处罚决定
长春亚泰球员
张力被停赛6场

对中超联赛第 16轮长春亚泰球员张
力与上海绿地申花球员登巴巴的冲突事
件，中国足协 10日在官网发布处罚决定：
因干扰比赛正常秩序，张力被停赛6场，罚
款4.2万元。此次处罚未涉及申花队。

8月4日亚泰队主场对阵申花队比赛中，
张力与登巴巴在下半时发生冲突。赛后，申花
队称张力对登巴巴使用了种族歧视的言语攻
击。而张力本人和亚泰队则对此予以否认。

中国足协在处罚决定中称，根据比赛监
督报告、当事人听证说明及视频等，在比赛第
77分钟至第80分钟期间，亚泰队球员张力干
扰比赛正常秩序，引起场面混乱，造成恶劣社
会影响。依据《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做
出对张力停赛6场、罚款4.2万元的处罚。

当日，中国足协还对大连一方队球员
朱晓刚和河南建业队外援卡兰加做出处
罚：前者因在 8月 5日大连一方队与上海
上港队的比赛后向他人打手势，造成不良
社会影响，被停赛6场，罚款4.2万元；后者
则被认定在 8月 1日河南建业队与江苏苏
宁队比赛中，在无球状态下故意踢对方球
员，被停赛7场，罚款4.9万元。据新华社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科新苑 A 区项目位于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南、

政七街西，项目占地面积 39145.58 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 169904.10 平方米。 现公开招标选聘前期物业
服务企业，投标资格要求如下：一、投标单位资格要
求：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必须通过房地产行政主
管部门的资格预审。 3、有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
为记录的物业服务企业不允许参加投标。 二、投标报
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1、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
领取时间：2018 年 8 月 13 日 -2018 年 8 月 17 日。
2、 招标文件领取地点：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与
商务东四街交叉口联合中心大厦 716 房间 联系电
话：0371-67889731；招标人：河南农科置业有限公
司 咨询电话：0371-65756673

河南农科置业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11 日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按照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郑州市物业管理条

例》等法规、政策的规定，河南华原工程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决定对“卫华工程机械研究院科研楼”项目地块的前期物
业服务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重新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招标项目地址：“卫华工程机械研
究院科研楼”小区项目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崇德街南、玉
裁一街北。 项目总占地面积 9338 .71m2，总建筑面积
43972.87m2。 二、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资信良好，且需通过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审；
2、无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 投标报名及招标文
件领取时间：2018 年 8 月 13 日 -8 月 17 日。 招标文件领
取地点：郑州市郑东新区黄河南路与宏图街交叉口西南角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直属分局物业服务管理
科 联系电话：0371-67880556；置业电话：18638648752

招标人：河南华原工程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2018年 8 月 11 日

省运会省辖市足球赛落幕
郑州收获一金一铜

本报讯（记者 郭韬略）第十三届省
运会足球赛省辖市组的比赛，昨天下午在
周口体育中心全部结束。郑州女足在决赛
中以1∶0击败焦作队，如愿捧得冠军奖杯，
在男子组的比赛中，未能闯进冠亚军决赛
的郑州队，在三、四名决赛中，历经点球大
战，战胜开封队，收获一枚铜牌。

在女足决赛中，实力占优的郑州队始
终占据着优势，由小将叶倩文打进一球，凭
借这个进球，郑州队最终获得胜利。此次
省运会的比赛中，郑州女足六战全胜。

在男子组比赛中，小组赛中五战五胜的
郑州队，在半决赛遭遇新乡队，点球惜败对
手，无缘争夺金牌。在昨天的较量中，郑州队
和开封队上演了进球大战，最终以6∶5险胜。

2018至2019赛季英超联赛将于本周六开幕，这也是欧洲五大联赛中第
一个掀开大幕的联赛。俄罗斯世界杯热潮之后，盛世英超将续演足球大片。
这个夏天，英超继续主导着转会市场，目前以超过10亿欧元的引援总花费领
跑欧洲五大联赛。富冠全球的英超今年夏窗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以
往被忽视的守门员身价推向新高。

新赛季英超依然是六大豪门最有冠
军相。

作为上赛季冠军，曼城的进攻线拥
有阿圭罗、萨内、斯特林、热苏斯，可谓非
常成熟和默契。瓜帅的目标是拿下一切
能够争夺的冠军。

上赛季拿到英超亚军的曼联，新赛季
他们还将继续保持上赛季“小魔兽”卢卡
库、桑切斯、拉什福德、马夏尔的进攻组合。

新赛季切尔西无缘欧冠，所以对球星
的吸引力不足，不过他们的进攻球员并不
少。阿扎尔和大吉鲁都已经决定留队，这
对于蓝军保持进攻的稳定性十分重要。

利物浦作为上赛季进攻打法最令人
赏心悦目的球队，其前场 4人组的冲击

力相当强劲，特别是上赛季英超最佳射
手萨拉赫的突然爆发，再加上从斯托克
城加盟球队的瑞士球星沙奇里，新赛季
红军的进攻组合仍然值得高看，马内、萨
拉赫、沙奇里与菲尔米诺的攻击线足以
撕破任何防线。

热刺新的赛季也延续了上赛季非常
成功的进攻组合，凯恩、阿里、孙兴慜在
不久前的世界杯上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别忘了，他们还有中场指挥官埃里克森。

阿森纳在温格离开后的第一个赛季并
不被人看好，但球队“大腿”厄齐尔退出国家
队后可以一心为俱乐部效力。新赛季他们
将为“争4”而努力，进攻组合依然是姆希塔
良、奥巴梅扬、厄齐尔与拉卡泽特。 小新

供需关系让英超列强疯狂抢“门”
今夏门将价格突然上涨其实也是供

求关系决定的。一“门”难求，俨然是眼
下欧洲球市供需市场的主旋律。皇马苦
求德赫亚三季而不得，如今终于找到一
个仅剩 1年合同的库尔图瓦。但切尔西
的前提是先确定比利时人的替身，才肯
在3500万欧元心理价位放人。

而门将天价转会集中出现在英超也
是因为英超俱乐部确实太过富有。据
《每日邮报》消息，英超 2016~2019赛季
的电视转播费用总收入达到了惊人的81
亿英镑，这其中包含了海外的 30亿英镑
以及英国本土的 51亿英镑，这两个价格
都是天价。

六大豪门攻击组合照旧

和拥有巴索戈的建业队一样，天津
泰达也有一位速度奇快的黑人前锋——
阿奇姆彭。所以比赛的结果，在赛前就
被认为取决于双方谁的反击质量更高。

尽管是主场作战，但天津泰达却并
不急于进攻，而是从开场就耐心地摆出
了一副打反击的架势——主教练施蒂利
克显然把建业研究得非常透，知道建业
的后防线相对薄弱。

队员们没有让施蒂利克等待太久，
第12分钟，阿奇姆彭接队友传球，用速度
摆脱建业的后防队员，形成单刀，一蹴而

就。建业队就此早早陷入被动局面。
上半场结束前，对方在左路轻松起

脚传中，中锋乔纳森力压柯钊，头球攻门
得手，帮助泰达2∶0领先。

面对一个善于打防守反击的对手，0∶2
落后的局面实际上已经意味着结局难以
更改。背负这样的比分，建业队结束了又
一次津门之旅。而在另一场和建业队有
直接关系的比赛中，大连一方在主场3∶0
大胜富力，取得两连胜。如此一来，他们
和建业的分差再度缩小到两分。刚刚缓
了口气儿的建业，又必须重新紧张起来。

建业做客津门
0∶2惜败泰达
卡兰加受重罚被禁赛7场

直到赛前一天，建业队并没有“等来”中
国足协针对卡兰加严重犯规的罚单，这一度
让人对他躲过追加处罚心存希望。但是，昨
天下午，就在建业同泰达的比赛开赛前，“该
来的还是来了”。因为在同江苏苏宁的比赛
中，在无球状态下踩踏对方球员，卡兰加被
罚禁赛7场，罚金4.9万元人民币。

这意味着这位建业队在间歇期重金
引入的射手，在本赛季剩余的比赛中最多
只能出场8次。正是因为前锋的得分能力
不足，张外龙在间歇期力主引入了这位保
加利亚联赛中的射手，但来到中国联赛
后，仅仅出场了 3次，打进 2球，卡兰加就
进入了长时间的禁赛期，建业队这个损失
不可谓不惨重。

虽说在卡兰加不能出场的时候，里卡
多显现出了神勇的状态，但毕竟赛程紧密，
一旦出现意外，没有“后手”的情况还是非常
窘迫的。这在昨天的比赛中也有所体现：卡
兰加的禁赛，让张外龙无可选择，而上一轮
在同天津权健的比赛中头部受伤的里卡多，
在伤势仍未痊愈的情况下，不得不头缠绷带
投入战斗。对方的严密看防，让里卡多不复
上一轮之勇，全场比赛甚至没有射门。

泰达高效反击收获颇丰

引援花费超过10亿欧元
尘封17年的门将转会纪录被刷新

新赛季英超周六开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