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邢克勤青BH9311车辆登记书

遗失，特此声明。

◇民和县福德马铃薯种植专业

合作社在民和县川口农村信用合作

社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68852202016006000045、 账 号

82010000000082901遗失，特此声明。

◇周强青BP0290车辆登记证书

遗失，特此声明。

◇平安区三合镇张其寨村 64-

01 号刘海英的户口本遗失，特此声

明。

◇宝骏 LZW6462ABF 车的商业

保 险 卡 211000150404785589、发 票

SDDG201661010107004145 遗失，特

此声明。

◇宋得清青BE8902车辆登记证

书遗失，特此声明。

◇马菊青B60332的车管所登记

联遗失，特此声明。

◇韩乙四夫车辆登记证书遗失，

特此声明。

◇贺生武青B20643车辆登记证

书遗失，特此声明。

◇李明青B61159车辆登记证书

遗失，特此声明。

◇白六成青B21606车辆登记证

书遗失，特此声明。

◇平安三联小超市在中国农业

银行海东分行平安县农贸批发市场

分 理 处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J8520000113701遗失，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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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 29日电（记者王
集旻 林浩）告别 2016 年的喧嚣与荣耀，
世界体坛即将在 2017 年翻开崭新一
页。在这样一个“后奥运”时代的体育

“小年”里，各类赛事“你方唱罢我登场”，
吊足体育迷的胃口。

新年伊始，体坛大戏先从足球唱
响。1月 10日至 15日，中国杯国际足球
锦标赛将在广西南宁举行，共有包括国
足在内的4支球队参赛。其中，3支客队
堪称世界级，分别是：世界排名第四（近
两届美洲杯冠军）的智利队、球星云集的
克罗地亚队，及在法国欧锦赛上创造过

“冰岛奇迹”的冰岛男足。
中国队将在新帅里皮的带领下，充

分利用本项赛事，做好未来世界杯预选
赛亚洲区 12 强赛的备战工作。目前中
国队在 12 强赛前 5 场一场不胜，出线形
势极其严峻，3月份国足将迎战韩国队。

非洲国家杯将于 1 月 14 日至 2 月 5
日在加蓬举行，16 支队伍将为冠军而
战。作为东道主，加蓬队的实力不容小
觑，这支球队的领军人物是效力于德甲
多特蒙德队的神锋奥巴梅扬。当然，加
蓬通往冠军的道路上势必会遭到非洲豪
强的阻击，对手主要是上届冠、亚军科特

迪瓦和加纳这样的传统强队。
除了足球，冰雪项目也将在年初赚

足自己的戏份。2月 19日至 26日，日本
札幌市将举办第八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在上一届亚冬会上，中国代表团获得 11
枚金牌，位列第四，此次再战札幌中国队
将向着更好的成绩发起冲刺。

在南半球，F1 新赛季的首站将于 3
月 26 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上赛
季，奔驰车队的汉密尔顿和罗斯伯格发
挥出色，共同统治了赛道，而两人亦敌亦
友的竞争关系，也让冠军归属悬念保持
到了最后一站，最终德国人罗斯伯格笑
到了最后。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获得年
度车手总冠军之后不久，罗斯伯格就宣
布退役，这势必会给新赛季各支车队的
车手阵容带来连锁反应。2017 赛季奔
驰车队是否会结束一家独大的局面，令
人关注。而中国车迷最关心的上海大奖
赛将作为第二站于4月9日亮相。

6月17日至7月2日，联合会杯足球
赛将在俄罗斯举行，世界杯冠军德国队、
欧锦赛冠军葡萄牙队、美洲杯冠军智利
队和东道主俄罗斯等8支足坛劲旅将分
成两个小组展开厮杀。

2017 年，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也将

在世界各大洲继续进行，32强终极名单
将尘埃落定。12 月 1 日，国际足联将在
莫斯科举行决赛阶段分组抽签仪式。

火热的 8 月，第 29 届世界大学生夏
季运动会将在台北市举行。大运会素有

“小奥运会”之称，比赛含金量很高。
9 月，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将光临

天津，这将是天津承办的参赛人数最多、
竞技水平最高的全国综合性体育赛事。
在为期13天的赛程里，来自全国各地的
运动健儿将展开竞争，共同展现我国竞
技体育的最高水平。

2017 年，各项目的世界锦标赛将如
期进行，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田径、游泳、
羽毛球、乒乓球、体操、举重、斯诺克等项
目的世锦赛；而达喀尔拉力赛、网球四大
满贯、羽球苏迪曼杯、亚洲室内与武道运
动会等传统赛事也将继续吸引眼球。

在 9 到 10 月间，中国网球赛季将如
约而至，届时会有包括中国网球公开赛、
武汉网球公开赛和上海网球大师赛等近
十项高水平网球比赛上演次第开花的好
戏，球迷可大饱眼福。

12月，国足将和日本、韩国、朝鲜共
同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东亚杯足球赛，这
也将是国足向日韩学习的宝贵机会。

“后奥运”时代同样精彩
——2017年重要体育赛事展望

青海雪润三江富硒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2月 29日经股东会决议解散本公司，并于同日
成立了公司清算组，清算组成员林建庵、申国发。
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青海雪润三江富硒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29日

海东市国邦劳务有限公司于 2016年 12月 29日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本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
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海东市国邦劳务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29日

海东市各位市民：
根据中共青海省委办公厅 青海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青海省
2016-2017 年度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方
案》的通知要求，定于 2016年 12月 26日

至 2017 年 1 月 5 日，青海省 2016-2017
年度环境保护督察第一督察组将对我市
环境保护工作情况开展督察，现将督察
期间的受理举报方式通知如下：

一、举报方式

举 报 电 话 ：0972- 8684733 0972-
8684293；举报邮箱：hdshbdc1@163.com
hdshbdc2@163.com

二、举报时间
举报起止日期：2016 年 12 月 26 日

至 2017年 1月 5日；举报起止时间：上午
9：00至下午6:00。
青海省2016-2017年度环境保护督察

第一督察组
2016年12月26日

关于公布青海省2016-2017年度环境保护督察第一督察组举报方式的通知

新华社上海12月 29日电 中国青
海湖高原越野精英赛组委会 12 月 29 日
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17年度
的赛事将于 8月 5日在青海省海南州共
和县龙羊峡发车。

本项赛事创立于2016年，是中国汽
车越野锦标赛的分站赛之一。凭借赛段
平均海拔在 3000 米以上成为锦标赛中

“最高”的分站赛。2016 年的比赛共吸
引全国各地近200名车手参与。2017年
度的比赛将于8月5日至10日进行。

在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赛事负责
人刘渊介绍说，2017年的赛事将继续通
过太阳能发电24小时为大本营供电，力
争把龙羊峡大本营建成中国越野系列赛
最专业、最漂亮、最环保的一个。此外，
今年的大本营将在去年的基础上进行升
级换代，既保持黄河岸边的美丽风景，又
要提升比赛的难度和长度。赛道今年将
扩展到 4 条，对于所有车手都将是全新
的挑战。

2017中国青海湖高原越野精英赛

8月海南州发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