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兰·
佩林凭什么？ 比卡马乔便宜，据

说很听话

据悉，佩林的年薪在100万美元以内。相比
前任卡马乔400万美元的天价，佩林的要价已经低

了不少。但翻看中国男足历任主帅的薪酬，你便会发现，霍
顿年薪才8万英镑，米卢年薪也才不到30万美元，阿里汉是税前50

万欧元，杜伊、福拉多年薪分别为30万美元、25万美元。
佩林并不便宜。从其欧冠执教经历和海湾淘金的背景来看，身价水涨

船高也可谓事出有因。
不过中国足协更看重的似乎不是价格，据称，之所以相中佩林，原因有三：首先是足

球理念与国足发展目标相符；其次是西亚通的优势；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性格温和的法国
人在谈判中基本全部接受中国足协提出的条件，足协在合同中的有关解约的条款中占有主动权。中国

队从现在直至明年亚洲杯之前都不会有正式比赛， 这也意味着一旦热身赛表现不佳， 中国足协随时可能换
人，备选名单甚至包括年底即将从恒大卸任的里皮。

至于佩林的性价比如何，球迷们还得再等等看。中国队即将在3月5日奔赴客场迎战伊拉克，但指挥权仍属于代理主帅
傅博。随后，国足要到5月才有热身赛的机会，届时佩林将迎来初考。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陈普庄

欧冠战报（2月26日晨）
1/8决赛首回合
泽尼特2-4多特蒙德
奥林匹亚科斯2-0曼联

2月26日，湖南湘涛队进行了在广州
集训期间的最后一场热身赛， 结果他们
以2∶0战胜广州富力预备队， 取得广州
集训期间的首场胜利。

为湘涛进球的是新加盟球队的外援
卡贝萨斯和内援赵旭东。“这一场胜利也
是前面积累的结果。” 湘涛副总张旭说，
“球队现在的打法基本成型，主力阵容也
差不多定了，就等联赛开始了。”

同一天， 湘涛队也签下了最后一名
新援———来自塞尔维亚的前锋尤万·达
米扬诺维奇（Jovan�Damjanovic）。尤万
曾效力过德乙的帕德博恩队， 上赛季效
力于塞尔维亚超级联赛的贝尔格莱德
OFK队，在2011年还曾代表塞尔维亚国
家队踢过两场比赛， 其中一场是欧洲杯
预选赛。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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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胜(身份证号 43020419530
9092038)株洲市芦淞区荷叶一
村 4 栋 102 号户口本遗失,声明作废

欧阳南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04196908054016声明作废。

湖南现代通用泵业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1年 8月 30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注 4301020001
3905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玉国不慎将湖南世纪金源置
业购物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号码
60462668发票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迪普生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雨花区国家税务局 2012
年 7月 24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
副本，税号:43011159942992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国家外汇管理局湘潭市中心支
局不慎遗失下列空白凭证：经
常项目核准件 2份，编号 43007
09-4300710；个人购汇核准件
8 份，编号 0009238-0009245；
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 24 份，编
号 220017277 -220017300， 现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中垦农产品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长沙五
一路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5510010522504; 机 构 信
用代码证 ,代码：G104301010
1052250V,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彭丽知遗失长沙学院 2008 年 6 月
30 日所发毕业证书，证书编号
110771200806000773 声明作废

周诗琦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 ,档
案号 431103199406040624,发证
日期 2012 年 12 月 21 日,声明作废。

谢新平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
430124002609许可证号
430124001837声明作废

湖南旭欣林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遗失
印鉴卡、法人章（肖欣）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迟来的爱：随缘男 48丧偶稳健
豁达重情爱家自营家电生意渴
望温馨的家觅真心成家女不重
你条件可带老小 13927466885

湖南优久农牧有限公司(税号
430102770059412)发票领购
簿遗失一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佰事特机械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以书
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彭梅醒 联系电话 13907489040。

注销公告

湖南华夏有色金属交易市场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袁莉遗失保险代理从业人员资
格证书。 编号 0020 1103 4300
0000 3172.声明作废

湖南刷刷乐数码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
（汤涛）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邓浩持有的发证日期打印为 2011
年 9月 20日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遗失，声明作废。

桑植县兴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
票代码:143001320660，发票号
码:0029742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黄金时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湖南省长沙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 2009 年 12 月 1 日核
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及 IC 卡，
代码号:76802864-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余纯利遗失身份证,号码:
430105195709300028声明作废

长沙纳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华达 电话：18684861138

注销公告

长沙保信商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07年 5月后市场经济形势不景
气经营不善被迫关闭，此后所有
打着本公司名义在外做的业务均
与本公司无关,特此公告。

公 告

男 48 岁丧偶经商事业稳定健康
无不良嗜好女儿支持再婚诚寻
懂生活贤惠女士携手余晖可带孩

【本人征婚】13728602269

周福伟二代身份证及 C1驾驶
证遗失，身份证号:3422211986
11254034，声明作废

男 50岁丧偶忠厚责任心强经商
经风过雨更懂珍惜忙碌之余渴
望再觅真缘诚寻真诚顾家女重
组美好家庭 15262612996 亲谈
●男 55 岁丧随和顾家部队转业
经营公司条件好寻真心成家女
士为伴可带孩 15712191117 亲谈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往请慎
重 ， 谨 防 受 骗 ， 切 勿 盲 目 经 济 往 来

联谊 交友

公告声明

一、男方条件：1、出身军人家庭，
成功的企业家， 社会热心人士；
2、香港身份，家在深圳；身体健
康、形象气质佳；3、热爱大自然，
喜欢运动； 喜欢字画等艺术收
藏；生活健康快乐，无任何不良
嗜好。 二、要求女方条件：年龄：
24—33 岁，身高：158—166CM，
身体健康、身材相貌好；可爱、温
柔、懂事；广东、湖南等地，护士、
幼教、服务等岗位女孩 .符合以
上条件的其他省市和行业女孩
也欢迎。 郑重声明：我们承诺本
广告内容完全真实。本广告有效
期三个月， 凡有意且条件符合
者，在广告发布后尽快将个人简
历、手机号及个人近照与全身照各一
张， 发送到：szzh666999@163.com。
对符合条件者我们将与您电话
联系，续谈相关事宜。 我们将甄
选优秀者若干， 邀请来深圳面谈，有
关交通及住宿费用由我们承担。

征 婚

0731-8446480113875895159刊登
热线

业务 QQ：602058576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

唐医亚遗失毕业证一本。 2000
年毕业于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
学校，特此声明作废！

刘珍英遗失驾驶证及身份证，证号
430122198810101840声明作废。

程乐飞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219196606109210声明作废。

孙惊鸿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322196412306527声明作废。

张敏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22199109242412声明作废。

黄密莎遗失二代身份证 430102
198608230029声明作废。

田龙生遗失护照，证号：G31
024612声明作废。

李艳艳，430103196403120544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江海艳遗失保险代理资格证，证号:
00201112430000087887，声明作废。

湘 C6F381 程坤、 湘 AEC9529
刘鑫、 湘 A5UJ76 赵瑞应、湘
FF0791 沈青松、 湘 AGM388
资春荣、湘 AKA873 聂建军、湘
AD6U55杨建场、湘 ALJ845 张
祖悠、 湘 AW0832 胡维雄、湘
FA3725汤辉田：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
营，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逾期
未来我单位接受处理， 我局现
己作出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
定， 请你于公告当日起三个工
作日内到我单位领取《解除行
政强制措施决定书》，逾期未来
领取，则视为送达。（地址：长沙
市芙蓉区荷花路 7 号， 联系：
84694770 联系人：宾文）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4年 2月 27日

公 告

周婷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 4303
82199110022588声明作废。

本人曾广才遗失购房发票一张，
发票代码 243001090401，发票
号码 40015874，声明作废

本人遗失安邦保险公司保单。
标志流水号 1300100001300156594
保单号 2200903202013000635作废。

史上最陌生的国足主帅
不是非主流，但也不便宜
足协官员证实法国人阿兰·佩林执教中国男足
今日清远赴任，中伊生死战仍由傅博代理指挥

回顾国足历任洋帅，霍顿贵为国际足联讲师，米卢、杜伊有世界杯成功的
经验，就连成绩惨不忍睹的阿里汉、卡马乔，都曾是声名显赫的世界杯战将。
阿兰·佩林是谁？对于这位堪称史上最陌生的国足主帅，恐怕连“度娘”、“谷
哥”都没法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

2月26日上午，在广州黄埔体育中心督训女足的中国足协副主
席于洪臣证实：“国足主帅已经定了， 就是佩林， 这不是秘密。”据

称，佩林的年薪在100万美元以内。他将于27日抵达清远与国
足会合，但3月5日亚洲杯预选赛中国队与伊拉克队的

生死战，仍将由代理主帅傅博指挥。

关 于
阿兰·佩林的资
料极其有限， 可以肯定
的是，他属于草根出身。佩林
生于1956年， 球员生涯既无豪门经
历， 也未入选过法国国家队。1987年， 年仅
31岁的他便在法甲南锡队梯队开始了执教生涯，
他辅佐的正是后来转投阿森纳名帅温格。

当然，出身不足以成为我们质疑佩林执教能力的理由。实
际上他曾执教法甲马赛、里昂这样的豪门，也曾闯荡过英超。
在2007-2008赛季，在本泽马、弗雷德、儒尼尼奥、格罗索等一
众猛将的力挺之下， 他更是率领里昂队夺得法甲联赛和杯赛
的双料冠军，并在当季杀入欧冠淘汰赛，只是以两回合1球的
差距不敌后来夺冠的曼联，无缘八强。公平地说，草根出
身的佩林并非足坛的“非主流”。

真正淡出欧洲主流足球圈是在2010年，佩林转投
卡塔尔联赛，成为阿尔科尔队主教练。算上此前
2004年曾短暂到阿联酋执教，佩林至今已执
教过4支西亚俱乐部，但由于成绩不佳，
最长时间只有两年， 最短只有3个
月。这也是外界对于“佩林了
解亚洲足球” 这一说法
最大的质疑。

阿兰·佩林是谁？
草根出身，曾执教法甲冠军

湘涛获广州集训首胜
新援卡贝萨斯进球

打入两个进球， 策划一个进球，导
演一场大逆转，这是“天体之王”孔卡以
前经常干的活。孔卡走了，轮到了恒大
新援迪亚曼蒂。2月26日晚，在2014赛季
亚洲冠军联赛小组首战中，迪亚曼蒂便
用这样的表现， 导演了一场大逆转。恒
大以4比2战胜澳超球队墨尔本胜利。同
一天早些时候，贵州人和客场0比1不敌
日本球队川崎前锋。中超球队亚冠首轮
取得1胜2平1负。

恒大主场首胜来得并不容易，上半
场便被对手连入两球。 下半场开始后，
迪亚曼蒂的表现时刻到来。他先是在第
59分钟精准分球到左路，孙祥的传中帮
助长沙伢子黄博文凌空破门扳回一分。
5分钟后， 迪亚曼蒂在禁区右侧左脚大
力射门，帮助球队将比分扳平。第70分
钟，埃尔克森将比分反超。

迪亚曼蒂的表演还没结束，第85分
钟， 意大利人禁区里灵巧摆脱对方防守，
左脚低射破门，将比分锁定在4比2。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陈普庄

天体之王！
迪亚曼蒂成功接班
亚冠恒大主场4比2大逆转

阿
兰·佩

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