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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销 公 告
上海集雅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注
册号 310228000600010）， 经股东
会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晨报记者 俞 炯

中超新赛季第一阶段 B 组第

三轮的比赛将在今天开打，此前两

连胜暂时排名第一的上海上港对阵

升班马青岛黄海，从两队实力上的

差距来看，取得开局三连胜的可能

性很大。

上港队在前两轮比赛中，先后

以 3∶1 战胜天津泰达，4∶0 拿下河北

华夏幸福，对手青岛黄海是一负一

平。两队此前从没有在正式比赛中

有过交锋，不过 6月初上港队曾经

在源深体育场和在上海集训的青岛

黄海打了一场热身赛，结果是在先

丢一球的情况下，4∶2 逆转取胜。

那场热身赛中，上港队胡尔克

和奥斯卡双双梅开二度，不过胡尔

克将因伤错过今晚的比赛。青岛黄

海有一个进球来自亚历山德里尼的

直接任意球，这位外援在上轮中超

比赛中也有着十分抢眼的表现，不

但梅开二度为这支中超新军拿到历

史上的第一个中超进球和第一个中

超积分，还贡献了一记十分精彩的

世界波。

在昨天下午的赛前新闻发布会

上，上港队主教练佩雷拉表示，遇到

刚刚换帅的球队，绝对不能掉以轻

心，“我们的对手有了一个新教练，

这对他们来说这场比赛有额外的动

力，所以要预计到比赛的困难性。我

希望明天球员们能够认真严肃地对

待这场比赛，打出自信和团队精神，

以一个精神饱满的状态来迎接这个

对手。”

佩雷拉对于青岛黄海的新主帅

吴金贵并不陌生，2018 赛季两人就

在“上海德比”中有过交手。佩雷拉

还欢迎了老对手的归来，“欢迎他

重新回到中超主教练的行列，他是

一个好教练，之前在申花取得了非

常好的成绩。不知道他明天会不会

给青岛黄海带来什么变化，也不清

楚他有没有时间改造球队。但我可

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位很优秀的教

练。”

“上一场比赛到现在，球队基

本就在进行恢复，技战术训练只能

放在今天赛前的最后一堂训练课

了。”对于密集的赛程，佩雷拉的观

点是上港队不会大幅度轮换，但轮

换部分球员是必须的，“我会轮换

部分球员，因为不可能一套阵容打

所有比赛。我们的轮换建立在基础

框架之上，保持球队的平衡和战斗

力。我想，明天首发的球员都是有水

平、有实力的，明天的阵容是值得信

任的。”

出席赛前新闻发布会的上港队

球员是国门颜骏凌，他表示，“就像

主教练说的，每场比赛都非常困难。

我们球员要保持每场比赛的专注

度，争取明天打出主教练战术意图，

取得好的成绩。”

因为球队新帅吴金贵的核酸检

测还没有出正式报告，因此青岛黄

海由助理教练杨为健代替出现在了

赛前发布会上，他表示吴金贵应该

会现场指挥比赛，“从前两轮比赛

看，上港队展现出了很强的实力，也

是本赛季中超冠军有力的争夺者。

我们在两轮比赛之后，球员们状态

不错，士气也很高，明天会全力以

赴。”

青岛黄海球员巴力的目标是爆

冷，“上港是强队，但是足球是圆

的。我相信大家如果能够团结一致

去踢好这场比赛，一切都有可能。希

望我们靠着拼搏，拼下这场比赛。”

今晚对战黄海 主帅佩雷拉欢迎吴金贵归来

上港期待开局三连胜

新华社马德里 8 月 4 日电

西班牙马德里网球公开赛

组委会 4 日宣布，由于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2020 马德里公开赛

正式取消。

组委会在官方声明中宣布，

考虑到仍在流行的疫情，本着

“负责任的做法”，组委会“在与

相关管理机构仔细评估了当下疫

情造成的环境后”，决定“2020

马德里公开赛今年将不会举

行”。近来西班牙疫情出现反弹，

这使马德里政府重新收紧了防疫

管控措施。根据卫生部门的建议，

经过慎重考虑后，组委会最终做

出了取消本届赛事的决定。

组委会同时宣布，下一届马

德里公开赛将于 2021 年 4 月

30日至 5月 9日之间进行。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4 日电

西班牙网球明星纳达尔 4

日宣布，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带来

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他将不会参

加即将开打的美国公开赛。

纳达尔 4 日通过社交媒体

说：“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

全球范围内蔓延，形势非常严峻，

显然我们还没有控制住它。我非

常尊重美网赛事和美网的组织者

以及全世界准备在电视上观看比

赛的球迷，我很不情愿做出这样

的决定，但是我思前想后，还是不

参加本届美网了，长途旅行还是

很危险的。”

对于纳达尔的决定，美网方

面表示理解。美网赛事总监阿拉

斯特说：“纳达尔是网坛最具统

治力的球星之一，我们支持他的

决定。”

此前全球范围内的主流体育

赛事都因为新冠疫情暂停了很长

时间，其中包括职业网球。8月开

始，职业网球赛事艰难重启，但是

新版赛历中还是有不少赛事因为

疫情的不确定性而被迫取消，美

网则一再重申将如期举办。此前

纳达尔曾表态对在美国比赛感到

担心，他甚至认为在疫情没有得

到完全控制前，各项网球赛事都

不该重启。

不过，纳达尔也明白网球赛

季的重启很不容易。他说：“长达

数月没有比赛，网球重新回到大

众视野真的很不容易，我完全理

解其中的艰难，我非常感谢那些

组织者为此做出的努力。”

本年度美网将在 8 月 31 日

至 9月 13日进行。

新华社昆明 8 月 5 日电

中国网球巡回赛（下称 “中

巡赛”）安宁站 5日进入第三轮

争夺。女单头号种子王蔷被小将

杨梓颐击败，无缘八强。

女单方面，王蔷凭借老道的

经验以 6∶4 拿下首盘。第二盘双

方进入艰苦拉锯战，放手一搏的

杨梓颐凭借凌厉的发球和强有

力的底线进攻，6∶4 追平大比分。

在决胜盘“抢十”大战中，杨梓

颐延续了良好状态，最终 10∶6 锁

定胜局。

赛后王蔷表示：“我与杨梓

颐是第一次交手，对她不太了解，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她也

坦言，自己输球也跟训练强度不

够、不适应高原红土球场有关。

男单焦点战在头号种子张

之臻与李健辉之间展开。双方在

首盘即陷入胶着，李健辉抓住机

会，6∶4 先拔头筹。第二盘，张之

臻减少了失误，同样以 6∶4 扳回

一盘。

决胜盘的“抢十”大战可谓

一波三折，张之臻率先以 9∶4 拿

到赛点，被逼上绝境的李健辉触

底反弹，连得六分抢回赛点，但

因双发失误，错失胜局。之后，双

方开始你追我赶，最终，经验更

丰富的张之臻笑到最后，他以一

记ACE 球结束比赛，将“抢十”

比分定格在 20∶18。

● 中巡赛第三轮：

女单“一姐”王蔷爆冷出局

纳达尔因疫情放弃美网

马德里网球公开赛正式取消

2018 赛季，佩雷拉（右）与吴金贵在“上海德比”中有过交手。 /晨报记者 顾力华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