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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法院委托，我公司决定于
2018年11月16日10：00在桂林
市中山中路8号桂名大厦南楼5
楼举行拍卖会，采用现场与网络
同步联合拍卖方式对以下标的物
按其现状公开拍卖：
桂林市临桂区临桂镇金水路

北侧新都尚品1幢1单元6层4号
房屋，建筑面积：132 . 43㎡，竞买
保证金：6万元，参考价：59 . 5万
元。
以上标的物竞买人应在拍卖

会前预交保证金汇至委托法院指
定账户，户名：桂林市临桂区人民
法院，开户行：广西临桂农村合作
银 行 西 城 支 行 ，账 号 ：
368712010101828608。
以上标的缴纳保证金截止日

期：2018年11月12日16：00(以保
证金到账为准)，保证金到账后立
即到相关人民法院财务部门领取

保证金收款收据。
有意者于公告之日起到本公

司或登录“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网址：www.rmfysszc.gov.cn)，
以 及“ 联 拍 网 ” ( 网 址 ：
www.lp113 .com)查阅相关资
料。持保证金缴款收据及有效身
份证件到本公司或广西区内其他
拍卖公司办理竞买手续，办理竞
买手续截止时间：2018年11月15
日17：00(案件当事人及其他优先
购买权人届时不办理竞买手续参
加拍卖会，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联系电话：0773-2156833

15077303139
地址：桂林市南环路竹木巷8

号人才交流市场6楼
法院监督电话：临桂法院

0773-3682244
广西鹏瑞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日

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我公司对位于

桂林市秀峰区西凤路5号6号铺
面进行变卖，变卖价格204 .8万。
一 .变卖方式：变卖报名期

间，只有一人报名时，该报名人为
买受人。若有多人报名，2018年
12月31日报名人到桂林市七星
区人民法院进行竞价，出价高者
为买受人。经电话通知，拒不到达
者，视为放弃买受。
二.报名条件：
1 .报名人需要在公告规定时

间内报名，并提供相应的身份资
料和联系电话，逾期不接受报名。
2 .报名者需预交上述变卖全

额价款，如若竞买产生尾款，应在
签收成交确认书之日起7日内付
清，拒不按时付款，所交款项不退
还。

变卖款金汇入收款单位：桂
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账号：
362112010106751616；开户行：
广西桂林漓江农村合作银行城东
支行。
报名截止为2018年12月30

日。
三.特别说明：
法院不承担上述标的物存在

的未知瑕疵责任，对已告知的被
拍卖标的物存在的瑕疵问题，法
院不保证拍卖后的任何责任事
宜。办理相关过户手续中所产生
的一切费用(含税费)等均由买受
人自行承担。法院监督电话：0773
-5831352拍卖公司电话：0773-
3615666
广西正鑫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1月1日

变卖公告

10月 30日晚， CBA广东东
莞银行队与山东队比赛第三节还剩
7 分 31 秒的时候，山东队外援莫
泰尤纳斯吃到技术犯规，易建联罚
中一球。正是这 1 分，让阿联的
CBA总得分达到 10000分。继朱
芳雨之后， CBA有了第二位“万
分先生”。这场比赛，广东队 120
比 96大胜山东队。
对于这一纪录，易建联非常低

调，表示自己的焦点是关注比赛的
输赢，“赢球是打篮球比赛最重要
的目的，而不是刷数据”。
本赛季广东队的比赛在节奏上

快了许多，在两名小外援的带动
下，球队每次进攻都是全速推进，
用最少的时间去得分。此役广东队
外线投中了 22个 3分球，其高效
的攻守转换让山东队很难防范。易
建联本赛季更多承担起了防守和篮
板球的任务，此役他将比赛的重心
都放在了对篮板的保护上。全场比
赛阿联拿到了 19 分、 15 个篮

板，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今年是阿联代表广东队出战的

第 13个赛季，回首过去，他共为
球队拿到 4 次总冠军奖杯，并 4
次当选常规赛MVP， 2次当选总
决赛MVP。
如今在 CBA，只有朱芳雨和

易建联“破万”成功，两人都来自
于广东队。对此，主帅杜锋表示：
“广东队这些年为中国篮球培养了
很多优秀的国家队球员，不管是代
表广东队还是国家队，他们都是全
力以赴去拼搏，希望这种拼搏精神
可以感染到更多人。”
赛后，阿联获颁印有“易万

分”字样的纪念品。他表示，这场
比赛赢球并突破了 10000 分，对
自己来说意义还是非常特别的。此
外，他还半开玩笑地表示，争取能
够在得分上超过球队总经理朱芳雨
（ 11287分）。

据腾讯体育

本报讯（通讯员郭燕玲 朱国
瑞）10月31日，正在钦州市进行
的2018年广西第四届“千里杯”
校园足球联赛（中学组）第一阶段
比赛结束。
据了解，本次比赛设初中男

子、高中男、女子三个组别比赛，
共有 42支代表队、 957名选手参
加。第一阶段各组别均分 4 个小
组进行循环赛，各小组前 2 名进
入第二阶段的淘汰赛和附加赛决出
名次。

第一轮比赛，桂林高中男、女
队均以 0 比 3 不敌柳州队与北海
队；桂林初中男队则与北海队 0
比 0 战平。第二轮比赛，桂林市
各队均轮空。第三轮桂林高中男
队、女队分别以 3 比 0 战胜了来
宾队和贵港队，桂林初中男队以 1
比 0小胜来宾队。
为此，桂林市三个队均以小组

第二名的成绩，挺进八强。期待他
们在第二阶段淘汰赛中越战越勇，
走得更远。

广西第四届校园足球联赛（中学组）

第一阶段比赛结束

桂林三支参赛队均进入八强

易建联成CBA史上
第二位“万分先生”

国足主帅里皮表示亚洲杯后卸任

银狐去意决 空位来者迷
关于“亚洲杯后不再与中国足协续约”的说法最终得到了中国男足意大利籍主帅里

皮的确认。
近日，里皮专程前往法国摩纳哥参加金足奖新闻发布会。在接受外媒采访时，“银

狐”明确表示自己将在率队参加完明年 1月的亚洲杯后，离开中国男足帅位。对于其中
的原因，里皮解释说：“（不续约）并不是因为球队的成绩。所有人都知道，我将在亚
洲杯后卸任。中国足协给我提供了一份为期 4年的合同，但我离家已经 6年，是时候回
去了。中国和我的家乡离得太远了，我想回家和家人好好生活。”
从此前接到部分外教推荐信息及组建国家男足集训训练营来看，中国足协对于这样

的结果早有心理准备，只不过在各种因素尚不确定的情况下，未来国家队的建设包括组
队模式存在相当的变数，选帅工作给外界更多的感觉是“雾里看花”。当里皮离任进入
倒计时，给国足和中国足球留下一连串疑问。

明年 1 月在西亚的亚洲杯，将是里
皮在中国足球舞台的绝唱。国足将以哪种
姿态出击、哪种成绩谢幕，将是一个大大
的问号。
不能否认的是，前段时间国足几场热

身赛，国脚们在场上踢出了极差的竞技状
态，与世预赛生死战时大相径庭。抛开之
前的“态度说”不谈，亚洲杯上的几场比

赛，国脚们的表现将是众矢之的，这一焦
点，牵动着里皮谢幕的成与败。
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里皮出

任国足主帅之后，的确对一些球员倚赖有
加。对年轻球员来说，亚洲杯并不是结
束，通过大赛向新主帅证明自己，关乎着
职业生涯的前途。

里皮离开，继任者是谁呢？“银狐”
上任时，国足几乎已在冲击俄罗斯世界杯
的十二强赛死透了。谁知道，里皮带着国
足连克乌兹别克斯坦、韩国等强队，生生
把悬念拉到了最后一轮。
不过，里皮带国足踢热身赛的成绩并

不理想，包括“中国杯”惨败给威尔士的
比赛，意大利人曾想锻炼新人，但无奈新
人表现不佳，还是老将值得信赖。
距离冲击 2022世界杯只剩 2年，国

足又一次来到了十字路口。不夸张地说，
中国男足冲击 2022世界杯的前景，堪称
史上最难；但背负的压力，也是史上最

大。
世界最佳教头未成之事，还有谁能解

决？退一步说，这次国足会选择土帅吗？
尽管李霄鹏等本土教练已崭露头角，但高
洪波的例子在前，世预赛这种国际大赛
中，外教的经验和资历更值得倚赖。
如果继续聘用外教，辅以土帅在侧，

足协需要寻找一位足够了解中国足球，也
足够有实力和威望的名帅，这项工作并不
容易。因为，“银狐”是常胜将军，谁敢
说一定比里皮成绩更好呢？解决这个问
题，需要中国足协展示智慧了。

据新浪体育

国足将以哪种姿态出战亚洲杯？

未来的国足 土帅还是洋帅？

里皮（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