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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缘亚冠决赛
上港仍需努力

2017赛季亚冠联赛半决赛第二回
合战罢，上海上港队客场0比1不敌日
本浦和红钻队，从而以两回合总比分1
比2被淘汰，无缘决赛。

上个月底进行的半决赛首回合比
赛，上港队主场与对手战成1比1。此番
移师客场，主帅博阿斯尽遣主力。比赛
过程中，上港队有威胁的射门不多，埃尔
克森错失了一次打空门的机会。浦和队
则在上半场第10分钟由外援席尔瓦打
入全场唯一进球，最终以1比0小胜，以
两回合总比分2比1晋级决赛。

对于上港来说，最终无缘杀入亚冠
决赛，其实也和他们此前在亚冠淘汰赛
中接连遇到太过熟悉的中超球队，并没
有经历真正的考验有关。

今年的亚冠联赛，上港在小组赛中
取得了 4胜 2负的成绩，拿到小组第
二。而在 1/8决赛和 1/4决赛中，他们
连续遭遇中超球队江苏苏宁和广州恒
大。与苏宁的两回合比赛，上港 2比 1
和3比2双杀对手。而与恒大的1/4决
赛，双方各赢了对手一场4比0。在加时
赛中上港在两人被罚下的情况下依然与
对手打平，最终在点球大战取胜晋级。

淘汰赛的两个对手实力固然都很
强，尤其是和恒大的两回合比赛，上港
赢得也是惊心动魄。但是，内战和外战
的感觉肯定不一样，尤其是对上港这种
亚冠大赛经验少的球队来说，和中超球
队之间的交锋肯定要更容易。而这在
他们遇到浦和红钻之后尤为明显。在
和浦和的两场比赛中，上港一共只打进
1个进球。和此前在淘汰赛中连续攻
破苏宁与恒大球门的表现判若两队，尤
其是上港本土球员的表现，确实有点缩
手缩脚。

平心而论，从去年的亚冠8强到今
年的亚冠 4强，上港确实在进步。不
过，要想在亚冠赛场上重现恒大当年的
辉煌，上港仍需努力。⑥7

（宗 和）

据新华社电 2017“利民杯”世
界星锐围棋最强战决赛18日下午在
中国棋院杭州分院战罢,柯洁九段执
黑中盘战胜许嘉阳六段,首夺世界星
锐围棋最强战冠军。

世界星锐围棋最强战是由中国
围棋协会、中国棋院杭州分院共同创
办的一项面向20岁以下职业棋手的
世界大赛,算上今年共举办过五届,
柯洁在此前比赛中最好的成绩是止
步4强。受年龄限制,1997年出生的

柯洁明年将不再有资格参赛,因此今
年也是他争夺冠军的最后机会。

总决赛上,柯洁连胜胡子扬、大西
龙平、申旻埈、谢尔豪杀入决赛。柯洁
决赛对手是1999年出生的许嘉阳,后
者从预选赛一路连胜晋级总决赛,总决
赛又连胜宋知勋、谢科、丁浩杀入决赛。

比赛采用单局决胜,决赛中猜先
柯洁再次猜到黑棋,至此本次比赛一
共五盘全部猜到了黑棋。布局阶段
许嘉阳发挥出色,下得十分流畅,但

在左边的攻击中突然迷失了方向,遭
柯洁反击,执白的许嘉阳被迫展开总
攻,但已错失攻击的最佳时机,柯洁
灵活转身,巧妙弃子先手治孤大龙,
白棋整体攻击宣告失败。

此后柯洁稳扎稳打,耐心布局,
逐渐扩大领先优势。第211手,许嘉
阳见差距过大,不得不投子认输,柯
洁从而在自己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星
锐围棋最强战比赛中圆梦,小将许嘉
阳则与冠军失之交臂。⑥7

据新华社电 河南女排与河南银
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19日在河
南漯河市签约,双方合作成立河南银
鸽投资女排俱乐部,征战即将开赛的
2017-2018赛季中国排球超级联赛。

河南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谢国臣说,河南女排始建于1958年,曾
向国家队、国青队输送过众多优秀运动

员。特别是现役运动员朱婷,在里约奥
运周期肩挑大梁,帮助中国女排勇夺奥
运金牌,重回世界之巅,已成为中国体
育新名片和河南骄傲。新的奥运周期,
她又担当新一届中国女排队长,为中国
女排贡献新的更大的力量。

河南省体育局副局长王鹏说,银
鸽集团具有“朱婷是国家的朱婷”这

样的大气度与大魄力,倾力帮助年度
比赛没有朱婷助阵的河南女排。

近几年,河南女排在联赛中成绩
不佳,加上朱婷这两年到土耳其打
球,河南女排频繁更换投资商,从之
前的河南鑫苑集团到上赛季的天津
奥瑞克电梯再到本赛季的银鸽,这支
队伍发展并不稳定。⑥7

河南女排找到新东家

柯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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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产 搜 搜 搜
广告咨询电话：63136669

售 房
△建业森林半岛高

档精装修新房，因业主
另有发展，惜售，楼王
9-1-502，房屋结构合
理，阳光充裕，装修经
典大气，带地暖，大市
证，售 118万。电话：
15737732089另，大统
楼上财富苑 50多平方
米大市证 520公寓房，
装修带家具家电，中央
空调，阳光房，售 49.8
万，非诚勿扰。

△工业北路碧桂园
对面单位家属院，黄金
3楼，三室两厅，首付17
万 。 看 房 电 话 ：
18639799766

售 房
△溧河物流园门面，

上 下 两 层 共 86平 方
米 ，在 租 中 ，位 置佳，
售 45 万 。 电 话 ：
15638989977另：六号
公馆精装河景房，拎包
入住，有证，109平方
米。

△白河桥南九龙路
氵育源小区 128平方米，
三室二厅，车库一间。

电话：15238199588
15539997050

△氵育溪家园9楼四室
两厅162平方米，毛坯，
中央空调，24小时热
水，急售。

电话：13673892942

售 房
△三里桥八一小区三

室两厅两卫，精装，市
证，可按揭。

电话：13598210549
△新 15小附近有单

元房转让。
电话：18337773295
△李宁体育园常绿大

溪地一楼 183平方米，
三室二厅二卫，另送60
平方米花园和 86平方
米地下室。

电话：13607631595
△两相路盛世御苑

17楼109平方米三室现
房 55万，可直接更名，
网签后可公积金贷款。

电话：18037713531

售 房
△独山大道王景都国

际，四室两厅现房低价
65万，五证齐全。

电话：15637750858
△中州村一民房急售

（金玛特旁），房产手续
齐全，有意者请联系。

电话：13803878039
△张衡路公安局家属

院，四楼三室豪华装修，
送车位送储藏室，大市
证。

电话：15670282858
△工业路兴达花园，

二楼三室 133平方米，
大市证首付 25万，21
学校附近。

电话：18567260707

售 房
△建设路文秀花园，

13楼三室 145平方米，
精装修，大市证首付32
万。

电话：18211865326
△独山大道玉龙苑，

精装四室，中间楼层，市
政供暖，大市证可按揭。

电话：15936135153
△东城一品东区复式

178平方米原价转让，
首付 34万，装修即住，
中介勿扰。

电话：15539907220
△铁路俱乐部附近小

区一楼 120平方米，三
室两厅双卫，简装。

电话：15517729776

售 房
△急售华鑫苑顶层大

复式可做阳光房，193
平方米，4室 2厅，三面
采光，带车位，包更名，
包后期，赔钱出售。

电话：15224888300
△现有防爆口盛世

华庭房子，面积 139平
方米，五楼，户型好，急
售。

电话：13623998889
△风帆小区门口一层

商铺77平方米。
电话：15517729776
△建设路与文化路交

叉口附近单元房，235
平方米，大市证，附带一
小院，价优。

电话：17637716888

自建房出售
飞机场杨官营自

建房，上下两层满盖，
230平方米毛坯。

电话：18737772828

成本价售房
靳岗正大加油站东

信臣大桥西头孙庄有数
套四层单元房出售，面
积 92平 方 米 ～115平
方米，价 10万～12万，
另送地下室约 18平方
米。

电话：13838778365
13938979436

厂房出售
工业园区花园式

标准化厂房一处，占地
50亩，混凝土标准化车
间 1万平方米，办公楼
4000平 方 米 ，综 合 楼
3000平方米，现出售。

联 系 电 话 ：
18837705990

出 售
红庙路鞋厂单元房

一套，三室两厅，水电气
齐全，出售。

电话：1583871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