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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专卖店招聘中医13548099899
●招聘出租驾驶员15928035843
●月薪6000～ 10000元诚聘有经
验 甜品师，详询18628975216求职
●注册会计师兼职15390079867空调修移
●成百空调修移★加氟86111518
●成百厂家修移加氟86629948中央空调销售安装清洗
●大金空调厂家直销★86669444全自动麻将桌
●麻将高科技合作18581884082
●飞针机麻寻合作13281888818
●扑克机麻拿好牌13018248888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租车行
●吉安越野商务轿新车83028288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装饰设计
●装饰装设●合作办公85555082装饰装修
●室内施工、设计4008-696-898
●餐厅、铺面装修13880358023清洁公司
●东怡保洁84376668★87652860
●天天净87616277毯85403350墙
●新鸿保洁85186977★87514228疏通管道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

●玉林85566508牛市口84535986

疏管掏粪
●85580227疏管抽掏粪87535331
●西门专业疏管抽掏粪87734118

防水·堵漏
●专业堵漏不漏付18782481600

搬家公司

●红明低价84333310优84331619

●红运低价84337798优84345188

●玉龙搬家87326666低86259642
●好又快★180元搬家85184427
●棒棒87486898优84896294长途

二手货交换

●高收空调宾馆酒茶楼装修拆除
一切二手废旧13648060078

●收空调餐厨废旧13678054552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高价13086628700空调全二手
●收所有二手废旧13540494440
●收空调桌椅厨具13880031839
●收空调桌椅废旧13880991212

典当行
●人和典当★汽车民品87086222
●融通典当★方便快捷87573162供求大串通

求购汽车
●急购轿车或越野13881809366报废车回收
●高价回收报废车13684018535律师服务

工商行业咨询
●专业办执照★资质8627 7220

●德益办照验资资质★86622900

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专业代办执照资质86531377

●66660107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取名公司
●酿名苑命名机构www.qmzx.cn
成都首家名之道唯以专66000076商务咨询

●神速调查寻人/债13281880009
●寻人婚查诚信办13881761948启事
●成华区徐生会畜禽冷鲜店营业
执照正副本5101083106009遗失
●成都市武侯区桂花自行车修理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510107600193396）遗失作废
●成都市金牛客运公司出租车川
ATJ442（自编号12921）被盗，行
驶证、营运证、驾驶员服务证、
GPS、顶灯、计价器、电子密标遗失
●武侯区精食有方快餐店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5101076001758
07）遗失作废
●成都华都燃气有限责任公司柏
合镇第三门市部法人商远学私章
5101125005419遗失作废
●龙泉驿区大面街办伍元兵副食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01
12600010396）遗失，特此声明
●孩子姓名：甘俊熙，出生医学证
明（M510165032）遗失作废。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
公司机打发票号00960684作废
●川AY2934道路运输许可证
（正、副本）号510114107510遗失
●四川吉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税号：510198073980556）发
票领购簿遗失，特此声明作废。身份证遗失
●蒋金平510230197107132494失房屋租售
●租售机场旁独栋13032828088
●红牌楼1万平展场15308048398
●西门办公楼1800平租87383336园林出售土地转让
●苗圃优价转让18010580689写字间租赁
●武侯区新城金履二路商业写字
楼租售13088074789谢先生
●庆玲楼梁家巷低价86927793

●彭州公园旁精品写字楼三楼
有证739平售13730848382营业房
●售郫县二环土地0.8亩门面房
500平双证诚者面议13908213869
●卖加油站眉山13547662277酒楼·茶楼转让
●有星级酒店转让18108138219
●转2千平南门酒楼15308047940
●西新装茶楼优转13908275461
●三圣乡农家乐转15208274989
●外双楠中环十字路口500平米
2楼临街写字楼茶楼出租交通
停车方便电话13608007516
●市中区茶浴转让13980492481

●租或转餐馆.茶楼81835669
●东精装茶房租低13348879200
●500平茶楼带餐转13550026745
●龙舟路茶楼急转13608176461
●外双楠茶楼优转13881735080

●转宜加商务酒店18121968817
●宾馆转让15008251026
●金仙桥茶楼可餐13551865635
●温江大学城KTV转15881144035

餐馆转让
●专业为你找铺转铺面85108155
●沙湾旁840平餐转15884551312

●一环路内黄金口岸旺火锅店
承包或转租13808032428
●龙泉500平餐出租18628091312
●旺餐70平米优转15282148811
●红星路餐馆转让15928975762
●晋阳路千盛百货400平旺餐优转
13551384075
●西一环中餐带气13550052572
●金堂大型火锅转13258317770
●琉璃旺铺招租13438331566
●南门600平火锅转13981839316
●青羊769平火锅转13688389299
●转东客站旁270餐13551281827
●财大旁42平餐6万18980682365
●成渝立交火锅转15102809748
●西门火锅120平转13608089322
●市区150平火锅转18280190065
●土龙路中海国际社区100平餐馆
转让13008122213白先生
●市中心4开间餐饮13730802846
●大学食堂窗口转13183872615
●金花冷锅鱼低转13208112665
●北900平火锅转13980711475
●府南新区清溪西路700平餐饮
旺铺转让联营13808086871贺
●双林中横路200平餐饮旺铺转让
15228890069

店铺
●盐市口小铺低转13982267026
●转学校旁26平铺13032869967
●急售伊藤旁黄金商铺66110005
●盐市口旺铺出租13688179877

●转南门美容汽修18980000316
●西门三环外二楼空铺出租1500
多平18081877081
●售人南三段旺铺20平85222379
●转双流县城中心2000平在营歌
城全新装好口岸13709062136
●东门900平旺铺转13550286779
●犀浦汽车美容转13183838518
●平价铺面出租13981836956
●紫荆浴足保健转18683293767
●五大花园苏宁电器旁一楼面积
690平二层900平13540715953
●转西门1千平旺铺15198077607

●南门汽车美容转18784319973
●西门车站旁80平米全新装修旺
铺优转13183898829

厂房租售
●专业帮您租售厂13308048563
●●温江厂房出租13981939378
●都江堰厂房租售13880054834

●郫县厂房出租18980885393
●新津厂房出租蒋15198188558
●温江海峡科技园厂房15000平
出租水电气齐15882044508
●东三环龙潭立交4000平独院库
房9元/平出租13008155924
●天府新区厂租售15208389268
●租售合法标准厂房绕城外20分
钟成新蒲快速路旁●88011186●
●仁寿视高工业园厂房租售2万
平方，带5T行吊18583830557★
●蛟龙港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光华大道厂房租13709007865
●天回厂库1200平13258268366
●转金花皮鞋厂房18011521713
●市郊两处43余亩厂、库房出租，
联系电话：18728431916
●新繁家具园西6公里处标准钢
构厂3300平250专变13980983882
●西航港厂房出租18682698997

●双流县西航港开发区厂房出租
１ 万平米13688333821
●龙泉1万平厂房租02866185678
●租简阳贾家工业园5000平厂库
房13982099043水电气路通
●厂.库房场地出租15002833575
●6000平米厂房租13348880961
●出售酒厂十亩证13980042333
●售青白江地证全13808173991
●邛崃羊安工业园区26000平方
米标准厂房出租13808025258
●自有厂房，全套剪折冲寻租或合
作，黄先生15882271669担保公司

房产抵押咨询
招商

●转让带证老公司15208253911
●项好寻资或联办分厂67905888

●收购或参股合作会计事务所和
2级资质评估公司13086638661
●青城地售或合作13348950679
●丽都路商业房招18086852427
●建筑工程装修寻总包垫资抵房
等其他形式分包13550033073
●华创基业投资理财公司注册资
金1亿多诚邀加盟18980812241

●寻合作详见www.scyier.com

最全能

罗伊斯

罗伊斯在对泽尼特的比赛中两传一

射为多特立下头功。无论传球、突破还是

定位球，罗伊斯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全

能“小火箭”也让对手防不胜防。

或许从接手曼联教鞭的那一瞬

间，莫耶斯就应该意识到，面前那个亲

口告诉他 “你将成为曼联下一任主教

练”的苏格兰前辈，就是他在这个职位

上获得成功的最大障碍。 可是他必须

接受这样的障碍， 哪怕很可能栽倒在

这样的挑战面前。

他每次走进老特拉福德球场 ，抬

眼都会看到那个“阿历克斯·福格森爵

士看台”的宏大字样。球场外，是老爵

爷的塑像。塑像之外，是老爵爷的姓氏

命名的那条街。

在曼联的所有记录册里，都会有福

格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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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英超联赛冠军的痕迹和握有两

个欧洲冠军而福格森还远不满意的留

言。对于任何一个接班人，这样的前任功

勋，都是一种无法面对的遮天之幕。

所以生活在福格森的影子无处不

在的世界里，莫耶斯选择了接受一切：

那看台、那塑像、那街道，以及老头本

人几乎每个主场都必到的事实。 莫耶

斯在这方面要比克劳夫聪明———福格

森是他的恩人， 而不是他需要扫除的

障碍。或者说，这种障碍，从他有心接

手曼联开始，就必然存在。

福格森的影子， 不是这支曼联中

场传递混乱的原因， 如果一定要指证

福格森是莫耶斯的大障碍， 那只是印

证了大半年前我们就知道的事实：福

格森的影子，意味着曼联的标准，意味

着曼联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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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成功……

而今的曼联，剩下的是一帮失却魂

灵的球员、 一个垂头丧气的更衣室。所

有人都在福格森阴影下迷失了自我。

莫耶斯无法摆脱福格森的阴影 ，

但福格森的阴影却是任何一个接手曼

联的接班人无从回避的挑战。 哪怕现

在于老特拉福德粉碎福格森的存在，

姑且不论红魔球迷将掀起滔天巨浪，

这样的革故绝对换不来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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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

联赛过后曼联排名第

6

和欧冠面临出

局的事实，不可能得到改变。

让福格森短暂归来， 拯救这个垂

亡的赛季，这是一种烂俗的足球剧情，

却未必不是很多曼联球迷渴盼的解决

方案。只是这样的解决方案，只能带来

狗血效果，于红魔无补。

对于莫耶斯而言， 平衡这种福格

森后遗症带来的影响， 唯一出路只能

求变：改变战术一成不变的局面，改变

毫无士气人心涣散的更衣室氛围，提

振伤兵满营战力低下的一队实力。带

领埃弗顿保持中游地位， 莫耶斯的优

点在于耐心和坚守， 可惜这从来都不

是执教豪门之道。哪怕是温格，也会因

为长年无冠而备受指责。 格雷泽家族

的心理底线， 必定是这个转型赛季里

曼联能保持住下赛季欧冠资格， 赢得

一定时间再从长计议。

福格森是莫耶斯的障碍， 永远都

会是。 但几乎每场比赛都到场的福格

森，也是莫耶斯必须倚重的助力，倘若

得不到福格森的帮助， 莫耶斯仍然不

可能改变这支日渐衰老、 迟缓球队的

风貌。他得得到福格森的支持，来改变

福格森搭建的这支团队， 这个挑战本

身的难度，已经高得有些离谱了……

“我们必须忘记2比0的优势”

成都商报：

恭喜您赢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距

离比赛结束过去一段时间了，您现在的心情怎样？

米歇尔：

非常兴奋，但也很忧虑，曼联毕竟是

曼联，还有漫长的90分钟比赛。不过无论如何，我

们已经是一支第一次在希腊击败曼联的球队，我

无比骄傲。

成都商报：

在这场2比0的背后，您有什么秘

诀吗？从您赛前的表态来看，似乎早就胸有成竹。

米歇尔：

千万别这么说，没有人敢于对曼联

胸有成竹。我们的确做了很多工作，最重要的是

控制中场，封住两翼。

成都商报：

次回合造访老特拉福德，您有何计划？

米歇尔：

老特拉福德是一座非常艰难的球

场，很少有人能够在那里从容不迫。我还没有具

体的客场作战计划，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必须忘

记2比0的优势。

“谁接手曼联都会遇到难题”

成都商报：

无论是在希腊国内赛场，还是在

欧战赛场， 奥林匹亚科斯本赛季都表现抢眼。您

是如何做到的？

米歇尔：

惟一的秘密是当今全世界都比较接受

西班牙足球的理念和体系，这让我的工作变得容易，

俱乐部和球员都十分配合， 大家踢一种让任何对手

都会感到不适和无奈的足球，我们就赢了一半。

成都商报：

作为一名西班牙教练，您如何将

自己的风格带到奥林匹亚科斯？

米歇尔：

前面已经说过，首先是俱乐部和球

员们接受，我的工作就变得简单了。

成都商报：

您个人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比

如执教一支豪门球队？

米歇尔：

当然这样想，但我还有很多东西需

要学习、补充，只有这样才不会错过机会，比如这

次对阵曼联，就是最好的学习机会。

成都商报：

福格森退休后，曼联本赛季陷入

危机。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一名教练对于一支

球队真的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吗？

米歇尔：

不一定，但福格森对于曼联的意义

太大了，他几乎是曼联足球的基石。谁接手福格

森的球队都会遇到难题。这不是沉沦，而是一个

必然的过程。

“中国足球急需提高整体实力”

成都商报：

中国足球往往在面对强队时无法

打出精彩的比赛， 一些关键的比赛会发挥失常，

您对此有何建议？

米歇尔：

因为我的师傅卡马乔，我也关注了

一点点中国足球， 有些比赛真的不是发挥失常，

而是很正常。都说奥林匹亚科斯击败曼联是一份

幸运，事实上，认真观看了90分钟的比赛，人们就

会得出结论，我们具备赢得比赛的实力，没有实

力的球队是踢不出自信和精彩的。中国足球最需

要做的事情是整体提高实力，而不是一两场比赛

的能力。

特约《阿斯》报记者 马洛托

曼联客场0比2

不敌奥林匹亚科斯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米歇尔：谁接班福格森都会很难

成都商报特约记者独家专访奥林匹亚科斯主帅 他昨日率队击沉曼联引全球关注

他得得到福格森的支持，来改变福格森

搭建的这支团队， 这个挑战本身的难度，已

经高得有些离谱了……”

曼联昨晨在欧冠16强淘汰赛首回

合比赛中，客场0比2输给希腊联赛霸主

奥林匹亚科斯，晋级八强的希望顿时黯

淡下来。爆出冷门的奥林匹亚科斯也成

为欧冠1/8决赛中首个拿下主场比赛的

球队。

赛后，成都商报特意委托西班牙《阿

斯》 报记者马洛托专访了奥林匹亚科斯

主帅米歇尔。巧合的是，西班牙人米歇尔

正好是前任中国男足主帅卡马乔在皇马

时期的弟子。除了向读者们透露战胜“红

魔”的秘诀，米歇尔还向中国足球提出了

自己的建议。

莫耶斯的魔障

□

网易副总编辑 颜强

欧冠1/8决赛

首回合战报

奥林匹亚科斯2比0曼联

多明戈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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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克

69

’（点球）

姆希塔良

4

’

罗伊斯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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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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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无能

莫耶斯

莫耶斯本场赛前豪言曼联要拿欧冠冠

军，结果立刻被“弱旅”奥林匹亚科斯打

脸， 曼联对希腊球队欧战不败的纪录就此

作古。上任半年来，莫耶斯已经让曼联创造

了19大耻辱纪录。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最高薪低能

鲁尼

“我想在曼联以一个胜利者的身份

被历史铭记， 曼联能够复制两个赛季前

切尔西欧冠夺冠的经历。”但这场比赛，

鲁尼非但自己不能威胁到对方的球门，

给队友送出威胁传球的次数也是寥寥无

几。 对于一个领着目前英超最高薪水的

球员，这样的表现太糟糕了。

“

米歇尔迎来历史性胜利 图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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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耶斯难逃爵爷阴影 图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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