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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3日、4日，南
阳市网球精英赛、第三
届南阳市大学生羽毛球
赛相继在南阳李宁体育
园开赛。来自我市各个
年龄段的网球爱好者以
及各大高校的羽毛球精
英，共 180余人参与活
动。球场上，选手们激
情飞扬，展现运动的魅
力。⑥6本报记者 蔡
新国 摄

激情
飞扬

本报讯（记者李 谱 通讯员王 昕）11月
4日，2018全国体校联合会 U16男子组篮球锦
标赛在南阳市体校训练馆激情开赛。来自全国
12个省市的 16支高水平青少年队伍将同台竞
技，进行为期7天的激烈比拼。作为东道主南阳
队也派出了实力选手，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积极
应战。

昨天上午 8点 30分，在简单的开赛仪式过
后，上海队对阵黑龙江队、常州队挑战武体篮校
两场比赛同时展开，为大赛揭幕。

本次比赛是我市继 2018年全国男子篮球
联赛之后承办的又一场全国性篮球体育盛宴。
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主办，全国
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会承办，是全国青少年篮球
项目的一次盛会，共有来自上海市、深圳市、大
同市体校等全国各地16支高水平青少年队伍参
赛。比赛从 11月 4日开打至 10日结束。此次
参赛运动员均来自 2017年新一周期全国篮球
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是一场全国青少年篮球
项目的高水平盛会。比赛设置 U16单一组别，
第一阶段采取小组单循环赛制，第二阶段则进
行交叉淘汰比赛，最终决出全部名次。除了冠、
亚、季的争夺之外，另设最有价值球员和体育道
德风尚奖，希望参与本次赛事的运动员不仅拥
有高超的技术水平，更具备体育竞技精神与基
本道德素养。

作为东道主，本次大赛河南省共有省体校
队、新乡市中心业余体校队和南阳市体校队三
支队伍参赛。南阳体校队在今年省十三运会上
夺得比赛第四名，队伍中三名核心球员也刚刚
经过国家少年队集训，他们做好了充足的比赛
准备，目标是打进前八。⑥1

全国U16男篮锦标赛南阳开赛

11月 3日，在广州，领头羊上
海上港队客场挑战卫冕冠军广州
恒大队，最终以 5比 4力克对手，
完成这个赛季中超联赛对恒大的

“双杀”。赢得这场“天王山战役”
后，上港将领先恒大的优势扩大到
5分，在联赛仅剩两轮的情况下，
他们冲击本俱乐部历史上首座顶
级职业联赛冠军指日可待，中超

“改朝换代”的时候或许就要到了！
当晚，上港队又一次出现在广

州天河体育中心。在中超历史上，
他们还从来没有在这块场地上取
得过胜利。而对于以 2分领跑中
超积分榜的上港来说，卫冕冠军恒
大是他们首度获得国内顶级职业
联赛冠军前“最后的障碍”，他们也
用实际行动表现出扫清障碍的决
心。

比赛进程跌宕起伏，双方交替
领先。吕文君、蔡惠康、武磊、胡尔
克先后为上港进球，而上港的另一
粒进球来自恒大队张成林的乌龙
球。恒大也竭尽全力展示他们七
冠王的威力。保利尼奥、阿兰双双
梅开二度。不过在两队激情“撞
击”过程中，上港队胡尔克显示出
技高一筹的一面，他也成为双方外
援中表现最突出的一个。

从比赛进程来看，曾经“盛极
一时”的恒大本土球员组合呈现出
老态，队长郑智也因身体原因中途
被换下。此场比赛结束后，上港队
将领头优势扩大到 5分，在联赛仅
剩两轮的情况下，恒大几乎无力追
赶他们。在恒大连续 7个赛季荣
膺冠军后，中超似乎到了“改朝换
代”的时候。终止“一成不变”，中
超需要通过改变来焕发更大的活
力。⑥6

（肖 赧）

上港挑落恒大
新冠指日可待

上海队对阵黑龙江队 本报记者 李 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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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产 搜 搜 搜
广告咨询电话：63136669

售 房
△联合街二小校园

内100平方米三室两厅
单元房欲售。

电话：18703778996
△工业路天工牡丹

花园一楼三室精装修
大市证；天工兰乔圣菲
140平方米，两梯两户，
送 入 户 双 平 台 ，大 市
证，能按揭，随时过户。

电话：18736643003
△独山大道张衡东路

凤凰城，高档社区，精装
修两室三室都有，另带储
藏室，有房产证。电话：
15936103630中介勿扰

售 房
△急售罕点房，凤凰

城精装三房，步梯中层，
首付 30万，支持按揭，
产权清晰，随时过户，钥
匙在手，随时看房。

电话：15083330913
△南新路口门面房，

52平方米，售 50万，可
直接更名。

电话：18567296725
△建设路仁爱医院附

近有一套房子出售，温
馨三室，全明户型，100
平方米，诚意出售，价
格优惠，中介勿扰。

电话：15203886624

售 房
△因本人外地发展，现

将位于独山大道与滨河路
交 叉 口 盛 唐 商 务 苑 13
层，面积 173.55平方米，
河景房，精装修，135万元
出 售 ，有 意 者 请 联 系
13525123366，非诚勿扰。

△孔明路市一中南
200米住房一套 130平
方米，南北通透，急售。

电话：18338312716
△张衡东路尚座花园，

新十五小附近，两室两厅
92.48平方米，价格面议。

电话：13938959316
13837703616

售 房
△张衡中路美丽之都

11号楼，安置房两套（一
套 3楼，一套 32楼，共
33楼）面积135.95平方
米，3室2厅2卫，南北通
透，户型好，现房可随时
装修，要求全款。

电话：17637700888
△旺铺出售，建设路

宇信凯旋城二楼三间
198.09平方米，已签长
期合同，即买即收益。

电话：15936419028
△美丽之都高层现房

136平方米，欲售。
电话：15737760889

售 房
△建设东路联通大厦

对面，外贸家属院1楼159
平方米，大市证，可按揭，4
室2厅1卫，停车免费。

电话：13037697188
△丽康花园2室2厅96

平方米，与63小学隔壁，13
中学北校区附近，南北
通透，精装修，价面议。

电话：15637701233
△本人有一套房子，盛

世龙源28楼两室两厅。
电话：13683926361
△理工学院家属院三

室两厅两卫143平方米
出售，非诚勿扰。

电话：13623993039

售房或出租
校场路高层3室2厅

2卫146平方米，精装修；
口腔医院氵育龙苑105平
方米二室二厅，简装修。

电话：13937156308

门面房出售
位于独山大道与建

设路交叉口有五间门面
房 出 售 ，占 地 面 积 20
米�20米，共三层（已租，
每年40万），售价700万。

电话：13838778365

精装修房出售
仲景桥南头万正广场高

层精装修，三室二厅一厨二卫
双阳台，河景房173.85平方
米，地上车库一间总合计约
200平方米，大市证，拎包入
住，一口价185万，非诚勿扰。

电话：18637760616

临街门面�写字楼出租
嵩山路与长江路交

叉口锦海之星酒店一楼临
街600平方米，适合开办
银行、保险、通信、公司办
公。另仲景店中段、南航
盛德美对面锦海之星酒店
有部分写字楼对外出租。

电话：15637718961

临街门面出售
孔明路与张衡路十字

口，独立门面房出售，现房
现铺，五证齐全，可按揭。

电话：15138610871

民房出售
飞机场西杨官营自

建房，宅基地 10x11.7，
两层毛坯满盖无院子，出
路、位置好。价面议，非
诚 勿 扰 。 电 话 ：
18737772828

仓库出租
市车站南路王营有

一处仓库对外出租，建
筑面积1400平方米，院
子900平方米。

电话：18613777204

门面空房出租
府衙东有门面房

300平方米，无转让费
空房出租。

电话：138037789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