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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东部半决赛被猛龙队淘汰后

76人或用西蒙斯交易詹姆斯
本报综合消息 随着 76 人在
东部半决赛被猛龙淘汰，76 人的阵
容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据著名
NBA 记者汤姆·哈珀斯特罗报道，
一位西部球队的高管认为 76 人可
能会试图用本·西蒙斯换勒布朗·
詹姆斯。
虽然西蒙斯被认为是 76 人的
未来核心， 但是他的缺点非常明
显——
—进攻能力不足，而不少人认
为 76 人最终可能交易西蒙斯。
谈到西蒙斯的交易目标时，一
位西部球队的高管提到了一个名
字——
—勒布朗·詹姆斯。
“
我认为他们（76 人）非常可能
会尝试这个可能。 ” 这位高管说道。
去年夏天，詹姆斯和湖人队签
了一份 4 年合同，他可以在第 3 年
结束之后跳出合同。 但是詹姆斯的
合同里没有交易否决权。
湖人队最近状况不断，有消息
称， 湖人队老板珍妮·巴斯的亲信
建议她交易詹姆斯。 但是 76 人肯
定无法用西蒙斯单换詹姆斯，因为

■新闻速递
曝杜兰特
缺席西部决赛首战
G2也不太可能出战

詹姆斯和西蒙斯要互换东家吗？
西蒙斯还处于新秀合同，他下赛季
的薪水为 810 万美元。 也就是说，
如果想换来詹姆斯，除了西蒙斯之
外，76 人还必须搭上一个顶薪级
别的球员， 从而匹配詹姆斯的薪

水。
汤姆·哈珀斯特罗指出，76 人
可以考虑搭上今夏的自由球员托
比亚斯·哈里斯， 并用先签后换的
方式。

去年夏天，当詹姆斯成为自由
球员的时候，76 人就试图招募詹
姆斯， 并希望让他联手恩比德和
西蒙斯， 但是詹姆斯最终选择了
湖人。

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名单出炉

欧联杯决赛主裁
敲定意大利名哨

朱婷以队长身份领衔
中新社消息 2019 年世界女排
联赛将于本月 21 日燃起战火，国
际排联官网也在北京时间 14 日公
布了中国女排的 25 人大名单，朱
婷以队长身份领衔。
中国女排将出战世界女排联
赛的五站分站赛， 其中唯一海外
分站为 21-24 日 进 行 的 巴 西 站 。
目前正出征瑞士精英赛的这支队
伍， 大部分人将直接转道前往巴
西挑战东道主。 接下来四站比赛，
中国女排分别在澳门、香港、江门
和北仑迎战强敌。 由于今年总决

将启用 VAR 辅助

赛继续在南京举行， 中国队作为
东道主自动入围， 因此分站赛没
有成绩压力， 可以锻炼更多年轻
球员。

中国女排 25 人大名单如下：
主攻：朱婷(队长)、张常宁、刘
晓彤、李盈莹、刘晏含、段放、张轶
婵、金烨、车文涵
副攻：袁心玥、杨涵玉、胡铭
媛、王媛媛、郑益昕、颜妮
接应：龚翔宇、曾春蕾、杜清清
二传：刁琳宇、姚迪、孙燕、丁霞
自由人：林莉、王梦洁、倪非凡

资料图：朱婷

曝皇马和切尔西谈妥1亿签阿扎尔
欧联决赛后官宣这笔重磅转会
本报综合消息 据权威媒体
《队报》报道，皇马已经就阿扎尔
的转会和切尔西达成了协议，比利
时球星将在今夏正式加盟皇马，而
皇马会在欧联杯决赛后宣布这笔
重磅转会。

《队报》透露，阿扎尔的转会费
在 1 亿欧元左右， 本赛季切尔西的
联赛已经结束，阿扎尔打进 16 球并
有 15 次助攻，帮助切尔西获得联赛
第三，进军下赛季的欧冠，自己还获
得了联赛助攻王。 5 月 29 日，切尔

通 知
朝阳洞路工程被拆迁人： 国红兰 （身份证号
520102196205283823）、 国 玉 珏 （ 身 份 证 号
520102198606133825）， 陈 开 林 （ 身 份 证 号
520102195004283814）， 汤 艳 （ 身 份 证 号
452502199405036324）
永兴都市家园 C 栋 1 单元安置房因故不能修
建，为保证被拆迁人的利益，我司将提供永兴都市家
园其他户型房屋进行调整安置。 现安置房源已落实，
请以上住户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与贵阳市建设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联系，重新选择调安房源，逾期不办
理的后果自行负责。
联系地址：宅吉路 90 号世纪园小区 88 栋
贵阳市城投土地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85974108
联系人：董主任

本报综合消息 西部决赛即将开
打，勇士将对阵开拓者，但据报道，杜
兰特将缺席系列赛的首场比赛。
名记拉蒙纳 - 谢尔本写道：“
ESPN 得到消息，杜兰特至少将缺席西部
决赛首战，他将在周四进行评估，可能
也无法出战第二场比赛。 ”
杜兰特在和火箭的系列赛中受
伤，他本赛季季后赛场均 39 分钟砍下
34.2 分，命中率达到 51.3%，此外还有
5.2 个篮板 4.2 个助攻 1.18 次抢断和 1
次盖帽。 勇士在缺少杜兰特的情况下
淘汰了火箭，与开拓者会师西部决赛。

西将和阿森纳争夺欧联杯的冠军。
阿扎尔在上周末的联赛决赛
后，暗示自己将离队加盟皇马：“是
的，我已经（就我的未来）做出决
定，不过这件事不只是取决于我。 赛
季初我就希望那么做？ 是的，我希望

是那样，但是事情没有发生，我还在
等待，就和你们一样，和球迷一样。
目前，阿扎尔和切尔西的合同
只剩下一年，不过随后比利时泰吕
尔转发了《队报》的消息，他表示
双方依然没有达成协议。

中新社消息 欧足联官方北京时
间 13 日晚公布消息，意大利名哨吉安
卢卡 - 罗基将出任本赛季欧联杯决赛
的主裁判。 与此同时，欧足联还透露这
场比赛将启用 VAR 视频助理裁判系
统， 这也是欧联杯赛场首度出现
VAR。
本赛季欧联杯决赛将于 29 日在
阿塞拜疆的巴库奥林匹克体育场进
行，届时，切尔西与阿森纳将上演一场
英超内战。 而这场比赛，也将成为罗基
的欧联杯决赛主裁判首秀， 上一次他
参与欧联杯决赛还要追溯到 2017 年，
当时穆里尼奥率领曼联 2:0 击败阿贾
克斯夺冠， 而罗基作为场边第四裁判
目睹全程。
45 岁的罗基从 2008 年起成为国
际级裁判， 逐步成长为欧足联的骨干
裁判之一。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他也
曾执法过三场比赛， 其中包括了 C 罗
戴帽助葡萄牙 3:3 战平西班牙的经典
一役。 本赛季，他总共执法了 6 场欧冠
比赛，两年前，他还曾经执法曼联同皇
马的欧洲超级杯比赛。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欧足联安排，
本场决赛将引进视频助理裁判 VAR
系统保证执法公正性， 这也是欧联杯
比赛中第一次引入 VAR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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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环百花湖湿地公园慢行系统建设工程建
设需要，位于观山湖区百花湖镇三堡村（柜子
坟、大炉厂、金盆、牛圈边、坳 上）；百 花湖 村
（皂角树、王家背后、金家湾、商店坡脚、扇子
岩）范围内的坟墓需要迁移。 请上述范围内坟
墓的坟主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前尽快到我单位
办理有关迁坟手续，并将坟墓迁移，逾期施工
单位将按无主坟处理，我中心不再另行补偿。
联系人：卢朝江 赵平
联系电话：13984054769 15285549084
联系地址：观山湖区百花湖镇三堡村、百花
湖村村委会

因环百花湖湿地公园慢行系统建设工程建
设需要，位于观山湖区百花湖镇竹林村（乱坟
山、坪子上、大坝旁、枧子林）；毛栗村（水池
坡、大土后坎[污水处理厂下面]）范围内的坟墓
需要迁移。请上述范围内坟墓的坟主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前尽快到我单位办理有关迁坟手续，
并将坟墓迁移， 逾期施工单位将按无主坟处
理，我中心不再另行补偿。
联系人：文光正 班克勇
联系电话：13985421958 18786028479
联系地址：观山湖区百花湖镇竹林村、毛栗
村村委会

贵阳市观山湖区征收安置中心
二 0 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贵阳市观山湖区征收安置中心
二 0 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