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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昨日结束集训，
足协主席陈戌源提要求：

星期六
倪维佳

胜负彩开出 13 注一等奖

上海命中9注二等奖

确保世预赛40强赛出线

晨报讯

晨报记者 甘 慧
昨天上午，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
源和秘书长刘奕来到国足的训练
场，探望国足将士，并提出了明确
的要求。陈戌源要求国足世预赛
40 强赛要确保出线，并力争打入
世界杯。
从 10 月 4 日开始，国足在上
海进行为期 6 天的集训。昨天上
午的这堂训练课，是球队本次集训
的最后一课。
下午，
球队就地解散，
队员们回到各自的俱乐部，准备
10 月 16 日开启的中超联赛第二
阶段的比赛。
陈戌源本次探班国足，
并没有
回避媒体，
而且媒体可以在指定区
域远观。陈戌源对国足说，
“国家
队的使命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确保
40 强赛出线，力争拿到世界杯入
场券，
全国人民对国家队寄予了很
大的希望。为实现这个目标，
中国
足协全力以赴，
精心安排了每一次
集训。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知
道，
我们要拿到这个世界杯出线权
是面临很大的困难和挑战的。”中
国队已经打了 4 场世预赛 40 强
赛的比赛，
4 战 2 胜 1 平 1 负积 7
分，比多赛一场的叙利亚队少 8
分，跟多赛一场的菲律宾队同分，
形势比较严峻。
紧接着，
陈戌源提出了中国足
球应该在世界上有属于自己的地

张勇建

10 月 9 日，中国体彩
的 14 场胜负彩第 20040 期开奖结
果出炉。本期足彩全国一等奖开出
13 注，每注奖金 667451 元；二等
奖开出 371 注，单注奖金 10023
元 。 任 九 开 3739 注 ， 单 注 奖 金
2142 元。
胜负彩第 20038 期的 14 场比
赛全部来自国际友谊赛 （8 ）和
欧预赛（6 ）。根据体彩中心公布
的冷门排行榜，德国队和土耳其队
的友谊赛在 90 分钟内打成 3 比 3
平，成为本期胜负彩的头号冷门，猜
平的百分比为 16.46%，猜胜的比例
达 76.92%。波黑 1 比 1 战平北爱尔
兰，位列冷门榜第二名，
猜平比例为
21.13%，猜胜比例达 66.28%。荷兰
在友谊赛中 0 比 1 不敌墨西哥，成
为第三冷门，猜负比例为 22.48%，
猜胜比例达 58.36%。苏格兰和以色
列 0 比 0 闷平列冷门排序第四，猜
平比例为 23.42%，猜胜为 62.81%。
冷门排序第五名是瑞士 1 比 2 不
敌克罗地亚，
猜负比例 26.49%。
记者从上海市体彩中心获悉，
本期 14 场胜负彩，上海无缘一等
奖，但中出 9 注二等奖，每注奖金
10023元，
分别来自徐汇（2 ）、闵
行（2 ）、浦 东（2 ）、青 浦（3
）4 个区。任九方面，
上海共中出
190 注，每注奖金 214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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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球员在训练中

位，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牢
记国家队的使命。
打入世界杯是我
们每一个足球运动员最崇高的梦
想和使命。我们的队服胸前印着中
国国旗，我们是代表国家在作战。
中国是一个大国，
中国的足球应该
在世界上有我们自己的地位。要争
取到这个地位，
需要靠我们每一个
人的努力。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都
要记住：
要比所有其他人付出更多
的努力，
要比别人更加刻苦和严格

的训练。 ”
随后陈戌源提出了 “能征善
战、作风优良”8 个字，
“能征善战
代表着每一个足球运动员的技战
术水平，
作风优良代表的是精神面
貌和意志品质。我们要在平时的训
练中把能征善战、
作风优良作为自
己队伍的座右铭。
每一个人都要不
断地朝这个方向努力，充分展现我
们这支国家队良好的能征善战的
技战术水平和作风优良的良好品

致敬云南咖啡的守护者们 ：因为热爱 ，所以坚持

9 月 29 日，星巴克中国连续第四年为中
国顾客带来来自云南的高品质臻选咖啡：星
巴克臻选中国云南晴开农场咖啡豆以及星巴
克臻选中国云南佐园农场咖啡豆。蔡晴开的
咖啡豆再次以出众的品质脱颖而出，蝉联星
巴克臻选。而“佐园农场咖啡豆”的种植者番
啓佐是云南土生土长的“咖三代”，他见证了
云南咖啡品质的提升和无穷潜力。
蔡晴开和番啟佐仅仅是星巴克在云南扶
持的千千万万咖啡农的代表之一，在这群云
南咖农的背后，有一群星巴克伙伴默默守护
着他们。
2012 年，星巴克中国及亚太区首个咖啡
种植者支持中心在云南普洱正式落成并投入
运营，很多伙伴扎根当地，默默付出，帮助这
些咖农种出“好咖啡”过上“好生活”。其中，
农艺师们一年有 200 多天都在主要咖啡种植
园中往返，为咖农们答疑解惑，提供免费的咖

啡种植、
加工等知识培训和技术支持。杯评师
们则要从多方面综合检验评估咖啡品质，通
过完全采样和现场杯测，为星巴克所采购的
咖啡品质严格把关。
在展现全新的云南咖啡风味、让更多人
了解到中国也同样拥有高品质的精品咖啡的
同时，星巴克也致力于云南咖啡种植区的发
展。从 2017 年至今，
星巴克在云南持续投入，
携手中国扶贫基金会（CFPA），共同致力于
改善当地咖啡农的生产与生活条件，并为儿
童提供健康与学习保障。8 年的时间，
“云南
咖啡梦” 正成为现实。只有亲身经历其中的
人，才能深刻体会到其中初心的坚持、努力与
付出。这个秋天，
两款全新星巴克臻选云南咖
啡豆、臻选云南拿铁及周边商品将在星巴克
臻选上海烘焙工坊及全国指定臻选门店同步
限时上市。让我们以手里的这一杯来自云南
的臻选咖啡向这群坚守者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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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体彩

佘山城管开展辖区建筑工地垃圾分类执法专项检查
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实行已一年多，为
进一步强化前期工作成效，加强辖区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顺利推行，近日，松江区佘山城管
中队同镇爱卫办、网格中心、市容办等多部门
对佘山镇辖区内 0505 工地、强业东路城建工
地等多个建筑工地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专项执
法检查。
执法队员实地检查过程中，着重检查建
筑工地生活区域以及办公区域垃圾收集容器
是否配备齐全，生活垃圾是否按规定投放至
相应收集容器。执法队员发现多数建筑单位

生活垃圾收集容器配备齐全，但仍有少部分
办公区域垃圾桶缺失，且未设置标识，并有少
许垃圾混装现象，上诉行为已经违反了相关
法律法规，执法队员当场开具责令改正通知
书。同时执法队员也积极了解建筑单位在生
活垃圾分类投放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佘山
城管会同多部门协商共同解决。
后期，佘山城管中队将加大辖区垃圾分
类执法专项检查力度，同时加强法律法规宣
传引导，有序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一步
开展。

自闭症题材公益电影 《 展翼 2 》 在世博源开机
10 月 7 日，由上海回眸影业原创的自闭
症题材网络影片《展翼 2》，举办正式开机仪
式。预计 90 分钟的影片设计的角色达 6O
人，群演近 200 人，据说远远超过 2018 年该
司出品的在国际国内获奖的影片 《展翼》的
制作规模，编剧兼总导演唐春峰希望该片上

演后能吸引更多人关注这个特殊群体，他介
绍了故事人物和剧情并引荐了剧组主要演员
上台亮相。
魔介、真尚美容、桓仁堂、鳄行天下等多
家企业及个人因支持本片获 “爱心大使”荣
誉证书。

农银智增定开混合基金 10 月 12 日起发行
2020 年还剩下不到 3 个月了，该如何布
局四季度和明年的权益投资？农银汇理推出
新产品——
—农银智增定开混合基金于 10 月
12 日起开始发行，
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
农银智增定开混合基金定位为稳健灵
活，权益仓位设定为 45%-90%。基金经理在

华夏纳斯达克 ETF10 月 14 日开售
国庆假期后，新一轮投资机遇开启。科技
板块仍被多数投资者视为市场主线，除了 A
股的科技股，更多人开始将视野放的更广，比
如关注美股市场的科技股机遇，近期华夏基
金推出了一只聚焦美股科技股指数投资机遇

质。”
为了实现进军世界杯的目标，
国足招入了多名归化球员，
本期集
训队伍中的蒋光太，就是首次入选
国足的归化球员。在接受采访时，
蒋光太说，
“我入选国家队，我妈
妈非常非常高兴，全家人都很开
心。6 天的集训让我认识了很多队
员，我很高兴。如果要说遗憾的话，
就是这次集训没有正式比赛，
我非
常渴望代表国足比赛。”

的 ETF—跟踪纳斯达克 100 指数的纳斯达
克 ETF。通过该 ETF 投资者可以一键投资多
只美股科技龙头股，助力投资者便捷把握美
股科技企业发展机遇。纳斯达克 ETF 自 10
月 14 日开售，投资者可在各大券商购买。

排插固定器方便可靠

重物移动搬家器

现代人家里家用电器很多，此时就需接
线板。接线板放在地上乱七八糟。于是人们就
想到了排插固定器。用它来固定接线板既使
用方便又不占地方。

一套省时省力的搬家利器, 可告别徒手
搬物。ABS 滑轮 360 度旋转灵活转向，90 度
曲位防止脱落,人体学手柄设计。使用时将撬
杠推入家具底部，
撬杠翘起即可搬动重物。

产品管理上将奉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
上”相结合的策略，
以宏观大势研判为获取长
期稳健回报的基础，持续跟踪产业趋势为获
取超额收益，稳定合理的估值体系避免大幅
回撤，通过持续勤勉尽责的研究，努力把握产
业和资本趋势。

梅陇镇城管中队巧解小区垃圾分类难点多难题
经过将近一年的垃圾分类执法工作，梅
陇城管中队发现在居民区严格规范垃圾分类
面临着两个难题。一是面对疏于管理的物业
公司的难题，二是面对抗拒不配合居民的难
题。这都成为了梅陇镇复审垃圾分类的阻力。
梅陇镇晶城工作站位于高度居民集中
区，面对居民区多、执法队员少这一点矛盾
点，班组队员们通过网格中心投诉汇总信息
以及城管中心垃圾分类日巡报表，以投诉多
发率以及实效打分为参考依据，数据量化各
小区垃圾分类问题，
查出问题所在。

近日，梅陇城管就某小区物业垃圾分类
管理存在的严重问题进行处置，分别就垃圾
分类纯净度低、垃圾厢房管理存在乱象等问
题责令相关物业整改。对某小区内居民不按
规定投放生活垃圾的行为进行个别约谈，面
对居民的不配合，执法队员保持耐心劝导。
后经过复查以及市民反馈，涉案物业已
经对垃圾厢房乱象做出明显改正，乱扔垃圾
居民的行为也未再次发生。垃圾分类是一项
长期工作，该中队将继续以科学合理的工作
方式，助力全镇垃圾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