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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职工持有的宁靖盐高速公路泰州段

建设资本金股权券因保管不善，部分遗失，500元面值的号
为：102054、102055、102064、102067、102069、102070、102073、
102077、102084、102085、102086、102089、102102、102112、
102113、102115、102118、102120、102137、102160、102161、
102165、102175、102180、102184、102202、102205；200元面值
的号为：98533；100元面值的号为：157521，现声明作废，与之
相关的权益自动丧失。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2015年11月28日

北京时间11月29日下午4点，2015年中
国足协杯决赛第二回合在上海虹口体育场开
踢，由上海申花迎战江苏舜天。虽然是客战，
上半场江苏舜天在申花禁区内找到多次机
会，但冰岛外援卡尔坦森和奥特森连续威胁
射门未果，而舜天门将张思鹏也挡出了陶金
一记近距离头球射门。下半场申花控制局
面，登巴巴的倒钩和曹赟定的搓射远角都颇
具威胁。双方90分钟0比0战平。加时赛第
109分钟，萨米尔和埃斯库德罗配合后杀入禁
区，萨米尔推射远角得分，江苏舜天最终1比
0战胜上海申花。历史上首次获得中国足协
杯冠军，这也是他们建队史上第一座全国顶
级大赛冠军，江苏舜天将代表中国参加明年
的亚冠联赛。

双方第一回合 0比 0战平。和上回合相
比，上海申花阵容没有变化，而舜天阵容出现
根本性变化，埃斯库德罗和萨米尔都被作为
后手坐上替补，门将也从邓小飞换成张思
鹏。昨天上海普遍阴雨天气，虹口体育场显
得干湿不均。开场后球场气氛活跃，球迷大
声鼓噪。90分钟比赛双方 0比 0战平。两边
队员立刻在场边紧急调整。加时赛不存在比
拼客场进球，以进球多者胜。加时赛下半时
刚开始，曹赟定左路传中，卡希尔冲入禁区内
终于顶到来球，但这次顶偏出界！106分钟江
苏队用李昂换下奥特森。108分钟张璐右路
突破到禁区传中，张思鹏抢在曹赟定之前把

球扑住！109分钟，进球突然来到，江苏队左
路长传找到萨米尔，他接球后扣球转身，再送
球给埃斯库德罗，后者随即推传禁区，打出漂
亮的传切配合，萨米尔得球后在禁区内推远
角，耿晓山峰奋力扑出，但球还是飞进远侧大
门，1比 0！申花立刻换人，郑凯木和吕征出

场，郑凯木打到中锋位置。第 119分钟孙可
禁区前蹬踏犯规吃到黄牌。申花获得最后机
会的任意球，但王赟射门打在人墙上。第122
分钟李昂动作慢吃到黄牌。补时两分钟比赛
结束，江苏舜天最终 1比 0战胜上海申花，赢
得2015年中国足协杯冠军。 （新 体）

足协杯：舜天客场1比0申花夺冠
获下赛季亚冠资格

北京时间 11月 29日凌晨，2015年世界蹦床
锦标赛决出六枚金牌，中国选手董栋/涂潇夺得
男子同步金牌，钟杏平/李丹夺得女子同步金
牌。贾芳芳获得女子单跳个人金牌，中国队还夺
得男子单跳团体银牌，俄罗斯队夺得金牌。

参加男子同步决赛的共有八对选手，每对选
手需完成一套自选动作来决定名次。中国名将
董栋/涂潇拿出一套D分难度为 17.100分的高难
度动作，难度远远超出其他选手，他们动作同步
性好，完成的高度很高，动作姿态规范，空中滞空
时间长，得到了 17.200分的完成分，空中飞行时
间达到18.600，以总分52.900分的最高分夺得金
牌。白俄罗斯选手卡扎克/汉查罗以50.800分夺
得银牌，法国组合马蒂尼/穆兰特以 50.000分夺
得铜牌。 （新 体）

蹦床世锦赛
中国再入3金
董栋/涂潇男子同步夺冠

北京时间 11月 29日凌晨，2015~2016赛季
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14轮一场焦点战在皇权
球场展开争夺，曼联客场1比1战平莱斯特城，瓦
尔迪打破英超连场进球纪录，施魏因斯泰格处子
球扳平。两队战平后均错过登上榜首的机会。

曼联近 12次对阵莱斯特城取得 11胜，唯一
的败局就是上赛季3比5客负。双方英超历史交
锋18场，曼联12胜4平2负优势明显。双方历史
交锋 119场，曼联 60胜 26平 33负占据上风。麦
克奈尔、马塔、卡里克和阿什利·扬轮换出场。

（新 体）

北京时间 11月 29日，勇士主场以 120：
101轻取国王，保持不败金身。勇士（18-0）
延续NBA纪录。斯蒂芬·库里只打了 29分
钟，三分球 6投 3中，得 19分 6次助攻，克雷·
汤普森15分。哈里森·巴恩斯缺阵，布兰顿·
拉什首发出场，三分球 5投 4中，得了 16分，
德雷蒙德·格林连续两场打出三双，贡献 13
分、12次助攻和 11个篮板，他还盖帽 4次。
国王（6-12）二连败。鲁迪·盖伊得了 20分 7
个篮板，科斯塔·库弗斯 14分 7个篮板，奥姆
里·卡斯比11分7个篮板，本·麦克勒莫10分
5次助攻。

勇士的连胜，总有一天会终结。谁来阻
止他们？国王显然不是合适的人选。同在加
州，国王队在首府萨克拉门托，是与勇士最近
的球队。也是被欺负很最惨的，过去两个赛
季，国王都被勇士横扫。本赛季首次交锋，国
王也败下阵来。大将德马库斯·考辛斯未能
上场，国王没有与勇士抗衡的本钱。

开场后，勇士状态平平，而国王打出 14：
6，看到了爆冷的希望。不过库里很快就让国

王失望，他与伊戈达拉相继命中三分，勇士迅
速追回失分。本节还有 57.3秒时，库里第三
次命中三分，勇士只以 26：27落后。库里本
节拿下了 17分，勇士以 30：29领先。第二节
库里竟然未出手投篮，一分未得，但勇士仍以
56：46结束上半场。

第三节库里机会也不多，只靠罚球得了
2分，一次三分出手，未能命中。拉什却突然
发威，本节三分球 5投 4中，勇士不断拉开差
距。本节中段，汤普森三分命中，格林此后

“打三分”成功，而博格特空中接力上篮，勇士
以 83：54遥遥领先。本节最后 3分 40秒，勇
士未能再投篮命中，尽管如此，前三节仍以
92：71领先。汤普森上赛季在与国王比赛时
曾单节砍下37分，创下纪录。

库里第四节没必要再出战，未能与他弟
弟小库里同场竞技。本节过半时，巴博萨两
罚两中，勇士以111：83领先了28分。小库里
三分命中，但克拉克马上连续命中三分，勇士
将优势扩大到31分，胜负失去了悬念。

（新 体）

NBANBA：：勇士擒勇士擒国王取国王取1818连胜连胜
库里19分 格林打出三双

英超：草根射手破纪录
小猪处子球 曼联平失榜首

《桃花运》浙江开播
林永健暴走桃花运

由林永健、于明加领衔主演，丹尼斯吴、王
汀、周冬齐、代乐乐、杨昆等联合主演的 38集都
市爱情奇遇记《桃花运》昨晚浙江开播(12月1日
登陆贵州卫视)。该剧由华录百纳出品，刘新执
导，主要讲述尤斌(林永健饰)与周青青(于明加
饰)从欢喜冤家到假婚情侣最终成为知心恋人的
爱情故事，并通过巧妙的设计，串起五对情侣的
恋爱故事，描绘一幅都市恋爱众生相。（新 娱）

遗失声明
本单位职工持有的宁靖盐高速公路泰州段建设资本金股权券因

保管不善部分 200元面值券遗失，共 51张，号码分别为：00005301、
00005302、00005305、00005306、00005315、00005316、00005353、
00005354、00005358、00005367、00005368、00005387、00005388、
00005415、00005416、00005429、00005430、00005437、00005438、
00005469、00005470、00000023、00000024、00000069、00000070、
00000079、00000080、00000081、00000082、00000083、00000084、
00000089、00000090、00000095、00000096、00000103、00000104、
00000117、00000118、00000129、00000130、00000149、00000150、
00000153、00000154、00000179、00000180、00000181、00000182、
00000513、00000514，现声明作废，与之相关的权益自动丧失。

靖江市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25日

●三阳肉脯高薪诚聘肉脯包装工、操作工
100名，有意者请联系刘女士13515165395
●城北园区优萌食品高薪诚聘大量包
装工、操作工、临时工。18121739601
●江阴雅康驻人民医院物管处招保
洁员、配送员，交五险 18936811911
●名茶小镇高薪招聘服务员 20名，
五官端正，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者
优先，底薪2500元加保险，月休3天，

工作时间 8小时，联系电话：胡经理，
15722833977。地址：江平路192号

●急转景馨花园旁女浴室，设施齐
全，有稳定客源，电话 15850859099
●欣欣建材广场营业中建材店，因老
板业务繁忙，精力有限，现寻找合作
伙伴或转让，联系电话：18936813099

●上海城箱包区吉屋招租18961033715

在靖江人才吧www.jjrc8.com注册简历，免
费推荐工作15896024446
招聘QQ群号：183621874

●江苏唯真名烟名酒 84855555
●假日旅行社 84898181
●急救中心：120
●中医院急救中心：84822120
●马洲牛奶：84503000
●万佳清洁清洗服务18952630809
●天力燃气24小时客服、抢修电话962007
●北环跑赢二手车评估买卖质押84909789
●大拇指超市配送热线89157779
●有机大米杂粮油醋酱油13338880005

招生求职招聘

便民电话

出租转让

市靖 江 便 民 息 超 市信联系地址：靖江日报社一楼广告部 电话：84852678 周 云
今日上午接稿明日见报（周日至周五）

计行收费 每行3０元／天

友情提醒：本报所有信息的手续都严格进行审查，仍不敢保证每
一条信息的真实性，请客户认真核实，所产生的一切纠纷自行负责。

天天体彩

靖江人才吧招聘

★7位数奖池3902万元 ★大乐透奖池19.47亿元

快讯：10月21日，靖江市华侨新村西门北侧竞彩销售点
（12311站点）中得排列五5注，奖金50万元。

超级大乐透（15139期11月28日开奖）
开奖号码：02 03 05 25 32 05 07

体彩排列3（15326期，11月29日开奖）

开奖号码：8 7 5
体彩排列5（15326期，11月29日开奖）

开奖号码：8 7 5 6 2

体彩7位数（15187期，11月29日开奖）
开奖号码：0 9 1 8 0 5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