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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协要扶持小将，限制天价外援
中国足协深夜发布两个新政引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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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去君山徒步赏荷
本报5月25日讯 今日， 记者获

悉，2017中国（岳阳君山）山地户外
健身休闲大会环洞庭湖徒步毅行活
动正在招募， 市民可搜微信公众号
“中国山地户外健身休闲大会”报名。

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
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湖南省体育
局主办，御峰体育运营执行，将于6月
10日正式举行，环洞庭湖徒步毅行为
其中一个环节， 将从岳阳君山岛游客
中心出发，途经洞庭湖沿线美景，全程
31公里。 ■记者 叶竹 通讯员 谭婷

“祝中国足球队早日进入
世界杯，晚安”———黄博文在25
日凌晨时分的微博中说道。

不可否认， 足协一方面希
望通过新政让更多的年轻球员
提早接受中国顶级职业联赛的
洗礼， 迫切想让国家队的成绩
能在接下来的数年内得到快速
提升， 另一方面也想遏制一下
中超“烧钱”引援的态势。但是
可行吗？ 不少人在脑中打了个
大问号。

新政并不涉及最基层的中
乙联赛， 足球政策不是应该自
下而上地从低级别的赛事开始
实施，现在为什么是反过来了？

联赛的精彩程度会打折扣
吗？毕竟，冬窗期间，中超16路
豪强纷纷招兵买马，奥斯卡、特
维斯、伊哈洛、维特塞尔、帕托
等多位世界级巨星登陆中超。
其中从英超豪门切尔西转投而
来的巴西球星奥斯卡以6000万
欧元的身价成为冬窗标王。在
外媒报道中， 还有更多世界级
球星已经与中超联系在了一
起。然而新政一出，俱乐部还会
花大价钱买球员吗？ 中超的可
看度还有多少呢？

针对这条让西甲看了会沉
默，意甲看了会流泪，英超看了
想解散。斯科拉里看了想辞职，
博阿斯看了想撞墙， 贾秀全看
了想蹦迪的新政策， 还是有不
少解决方案的。

比如，按照目前U-23球员
规定首发1将，3外援一起登场，
下半场或者比赛的最后时刻连
换2名U-23球员。 如果仅以中
国足协寥寥几句的新版规定来
看， 甚至可以出现首发不上
U-23球员，下半场或者补时阶
段集体换上U-23球员的对策。

比如，奢侈税政策的实施，
中国足协只能监督俱乐部的财
务往来， 无权监督俱乐部的母
公司，或者关联公司。这就意味
着，双方俱乐部在球员交易时，
可以实施零转会费的对策，而
球员产生的实际转会费， 由双
方俱乐部的母公司（甚至关联
公司）之间来支付。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新
政的漏洞很可能会让球队捉住，
从而应付了事，这种非良性循环
毕竟还是与培养更多优秀中国
球员的目的不相符。

■叶竹

24日深夜，中
国足协官网连发两
个重要通知引爆了
中国足球圈。

第一个通知规
定， 从2018赛季开
始， 比赛中登场的
U-23 （23岁以下
的）球员要与外援人
数相同。 以中超第
10轮为例， 单场比
赛能同时派三外援
和三名U-23球员
的， 只有建业和权
健两个队能做到。

而第二个通知
则针对的是“外援”
引援的限制， 凡是
亏损的俱乐部，在
引进外援的时候，
要征收一个与外援
支出同等“引援调
节费用” 用于中国
足球发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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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博文

注销公告
凤凰草鞋王工艺品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经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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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玉凤 15274360013

注销公告
醴陵市金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冯建桥 13298568898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宋宗映遗失保靖县
工商局 2007 年 4 月 7 月核发的
注 册 号 码 为 433125600039334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向良城(父亲:向求贵，母亲:

刘云)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81992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雁翔云上信息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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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雪辉，电话：18874269227

遗失声明
湖南金君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原
湖南金路方圆工程咨询检测有
限公司)遗失 2016 年 9 月 26 日增
值税普通发票三张，发票代码:
4300163320，发票号码:09
121916、09121917、09121918，
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康德高科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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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治，电话：13007316558

◆江子骞(父亲:江咸章，母亲:
彭连桂)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652238，声明作废。

◆向金丹遗失湖南大学就业协议
书，学号 S1312M10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乌川湖饮用水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于 2016 年 3 月 7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和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30121MA4L33J7
6R，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建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MA4L4CHG7U； 遗 失
由中国人民银行望城支行核发
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
034278601，声明作废。

◆本人吴寿伟遗失湖南雄震投资
有限公司 26 栋 808 房收据 2 张，
编号:60298309，金额 3864元，
编号:60298308，金额 8478元，
声明作废。

◆莫子城(父亲:莫凯敏，母亲:
李熙玮)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1055362，声明作废。

◆贺莉莎（父亲：贺太武，母亲：
罗芬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8023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海龙物流分销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
代码 ：4300154130，发票号码
0138029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张家界金手指休闲娱乐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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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英，电话 13170447777 遗失声明

湖南大未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长沙市天心区国家税务
局 2014年 1月 22日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副本，税号 :4301030854
1704X，声明作废。

◆欧阳灿遗失施工员证，证号
43151010021317，声明作废。

◆易铁冬(身份证号码为 430122
197709291112）遗失货运
从业资格证，特此声明作废。

◆李晨曦(父亲:李冬，母亲:
黄娟)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1118661，声明作废。

◆胡科宏(父亲:胡夏，母亲:
刘兰)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J43077442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花垣湘源泵业机电设备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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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康 18684653371

遗失声明
醴陵市东方烟花材料制造有限
公司遗失醴陵市工商局 2012
年 2 月 2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430281000027831
（2-2）S）；另遗失安全生产许可
证（湘 YH 安许证字 20131080
009-2）；遗失地税登记证副本，
国税登记证副本（4302815
91009540），组织机构代码证
（59100954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磐吉奥(湖南)工业有限公司
遗失在暮云工业园拥有的“长
国用(2006)第 497 号”和“国
用(2006)第 172 号”两宗土地
证红线图，现声明其对应的
红线图作废。

◆本人龚彪、虢倩楠不慎遗失编
号 0000558 岳阳恒大御景湾认
筹书，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君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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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敢，电话 15873184643

◆朱爱生遗失证号为桑粮 2001-176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声明作废。

◆熊隆鑫遗失证号为桑粮 2001-175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声明作废。

◆向玉屏遗失证号为桑粮 2001-173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声明作废。

◆陈庭桂遗失证号为桑粮 2001-171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声明作废。

◆孙嘉成(父亲:孙科，母亲:文
彬)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G43038908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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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先进遗失教授专业技术职务
资格证，证书编号 A01141000
000000975，声明作废。

◆潘杰（父亲：潘圣军，母亲：
李平英）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F4300578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个体户张俐遗失长沙市工商局
开福分局 2013 年 8月 6 日核发
的工商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05600357886，声明作废。

湖南省书画展香港开幕
本报5月25日讯 昨日，由湖南

省文化厅主办的“湘情港韵———湖南
书画作品展”在香港荣宝斋开幕，展
览将持续至5月28日，免费向香港市
民开放。

此次展览共有湖南书画家的58
件艺术精品集中亮相， 其中书法作
品38件、国画作品20件，不乏湖南书
画艺术名家作品， 如湖南省美协主
席朱训德的国画《朝天辣》，湖南省
书协主席鄢福初创作的书法作品
《渔翁》(柳宗元诗) 等颇有成就的湖
南代表性书画家的作品。

■记者 袁欣

本报5月25日讯 看多了
男性超级英雄，DC漫画首部女
性超级英雄电影《神奇女侠》即
将于6月2日登陆内地院线。今
日， 片方在长沙万达影城举办
了30分钟片段试映活动， 模特
出身拥有大长腿的盖尔·加朵
凭借既有颜又能打圈粉不少。

《神奇女侠》的故事设定在
“一战”时期，“神奇女侠”戴安
娜是亚马逊一族的公主， 是一
位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姐姐。
克里斯·派恩饰演的史蒂夫让
戴安娜知道了外面世界的灾

难，两人一起来到了现实世界。
在曝光的30分钟片段里，

神奇女侠已充分展现出“神奇”
的一面。她有众多神奇装备，包
括守护银镯， 当她双臂交叠放
在胸前， 守护银镯就能产生防
护场，把敌人掀出几米远。

为了演好女战神的角色，
盖尔·加朵每天都要接受高强度
训练。从观影效果来看，既有大
长腿飞旋空中的力量感，动作设
计上又不乏飘逸。对于看惯了男
性超级英雄电影的粉丝来说，能
感受到新鲜感。 ■记者 袁欣

少年团上“户外活动课”
本报5月25日讯 27日20：30，

浙江卫视《高能少年团》第九期“户
外活动课”即将上演。本期节目，刘
昊然、王俊凯、董子健、张一山、王大
陆组成的少年团再度完整集结，飞
行嘉宾蒋梦婕、沈凌、苏醒、蒋瑶佳
现身助阵。

首轮任务是夜间挑战———不断
积累默契的五位少年为保护自己的
“高能蛋” 展开了一场体力和智慧的
“护蛋大作战”。接着，第二天，穿上“卖
萌神器”背带裤的少年团和嘉宾，将在
游乐场练胆量、比速度、考眼力、拼智
慧，他们能否完成各种高能任务，等
待节目揭晓。 ■记者 袁欣

《神奇女侠》30分钟片段长沙首映
盖尔·加朵有颜又能打实力圈粉

《神奇女侠》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