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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青奥会

各位村民：
在镇政府的组织领导，村委会、经济社、骏华公司以及广大群众

的全力支持配合下，骏华项目用地范围内坟墓迁移工作进展顺利。
截至目前，已签订迁移协议的有 181 座，已完成迁移的有 150座，坟
墓迁移工作已完成90%，现已进入坟墓迁移的收尾工作。据不完全
统计，项目用地范围内还有30多座坟墓尚未办理迁移手续。根据坟
墓迁移工作计划，要求尚未办理迁坟手续的坟主，请在 2014年 9月
30日前办理迁坟手续，逾期未办理迁移手续的，将视为无主坟处
理。届时在施工中如果施工机械挖到坟墓，镇政府、村委会和海南
骏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不再承担任何责任，请村民相互转告。

特此公告。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人民政府

2014年8月20日

关于限期迁坟的公告

海口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现面向全省公开选

调公务员 2名，选调岗位设置要求、报名方式等详细

内容请登录海口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网页（http://
www.hkwt.gov.cn）和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

页 (http://hihk.lss.gov.cn) 进行查询。报名时间自2014
年8月26日至9月3日。联系电话：68725396。

海口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

2014年8月26日

选 调 公 告

为加快我县丁湖路片区的开发建设，促进我县社会经济发展，县
政府决定对位于定安县雷鸣镇丁湖路西侧的国有存量建设用地进行
清理，清理范围为：原海南立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地范围。其四
至范围详见国有存量建设用地位置图（以定安县国土环境资源局现
场设立界址桩为准）。为使清理工作顺利进行，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一、凡在上述土地四至范围内，任何单位和个人所种植的农作物、
林木及其他附着建筑物、构筑物、坟墓等，限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
五天内，到所属辖区雷鸣镇国土环境资源管理所办理登记手续，以便
妥善处理。二、本公告发布后，在用地范围内新抢建的建筑物、抢种
的青苗一律不做补偿，超过上述规定时间未办理补偿登记的，将视为
自愿放弃权利，按无主物处理。特此公告

定安县人民政府
2014年8月21日

定安县人民政府关于清理国有存量
建设用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公告

声明书
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建丰村民委员会（发包方）于2006

年1月1日与承包方吴英龙、吴俊旭签订《承包湿地合同书》
及《补充协议书》。为了履行合同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四条、第九条的规定，特向发包方
公开声明内容如下：

送达发包方，在见报之日起至十五日内将2006年1月1
日《承包湿地合同书》原件及2008年收回的2006年3月8日
《补充协议书》原件共二份退还给承包方，并履行合同义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吴英龙、吴俊旭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二、矿区范围坐标（西安80坐标，详见出让手册）
1、X=2167720.81，Y=37435915.63；…… 24、X=2167563.55，Y=

37435701.47。开采深度从41米至32.5米标高
三、本次挂牌出让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竞买人资质条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法人，竞买申

请人只能单独申请参加竞买，不接受联合竞买申请；2、在定安县国土
环境资源局整顿和规范采矿秩序过程中，不存在乱采、滥挖、越界开采
等违法违规行为，无因未履行义务被取消竞得人资格，无因违法被吊
销采矿许可证，无因擅自印制或伪造、冒用采矿许可证等不良行为；3、
参与我省采矿权招标、挂牌或拍卖出让的竞买人，受到省、市（县）国土
部门禁止参与竞买处罚且期限未满的，不得申请竞买；4、须提交《定安
县居丁村建筑用土矿采矿权挂牌出让竞买承诺书》（样本见挂牌出让
手册）；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要求。

五、竞买咨询及竞买申请：1、有意竞买者可到省政务服务中心二
楼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定安县居丁村建筑用土矿采矿权挂牌出让
手册》，并按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竞买。2、竞买申请时间：2014
年8月26日至2014年9月15日下午17:00。

六、竞买资格审查与确认：经审查，竞买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
证金，符合竞买人资质条件及要求的，在2014年9月15日17:30前确
认其竞买资格。

七、挂牌时间及地点：1、挂牌起始时间：2014年 9月 16日上午

8:30。2、挂牌截止时间：2014年 9月 29日上午 10:00。3、受理挂牌
报价时间：上午 8:30至 11:30和下午 14:30至 17:30（工作日）。4、
挂牌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 9号会展楼 2楼（省政务服务中心旁
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202室；海南省土地矿产交易市
场交易大厅（海口市美贤路 9号一楼）

八、风险提示及特别约定：矿业权存在不可预见的自然因素变化、
政策法规变化等风险，竞买人在竞买前应当预见到有一定的风险，在
竞得后须自行承担风险所带来的损失。

九、其他事项：1、定安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定于2014年9月2日组织矿区
现场踏勘及答疑，有意竞买者请于2014年9月2日9:00时前到第二办公区
门前集合（地址：塔岭新区岳崧路44号，联系电话：0898-63825501、
13876653655）。2、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3、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

十、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65372953 65236087
联 系 人：陈女士 李先生
查询网址：http://www.hnlmmarket.com

定安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
2014年8月26日

定安县居丁村建筑用土矿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国土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试行）》等规定，定安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二宗采矿

权。本次挂牌出让由定安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委托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采矿权的基本情况

采矿权名称
定安县居丁村建
筑用土矿采矿权

矿 区 地 址
定城镇东南约 12公里
处，东距龙湖镇1公里

可利用储量(万m3)

13.04

矿山面积(km2)

0.077

生产规模(万m3/年)

4.1

服务年限（年）

3

挂牌起始价(万元)

44.0441

竞买保证金（万元）

50

在刚刚结束的南京青奥会网球比
赛中，中国选手徐诗霖获得女单冠军，
叶秋语获得混双亚军。两名选手参赛，
都登上了领奖台，夺牌率百分之百，这
让人看到了中国女网新一代的希望。
对于曾经辉煌的中国女网，青黄不接的
阴影是否挥之不去？李娜之后是否有
下一个“李娜”？中国女网队主教练王
鹏25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对于
中国女网的未来前景分享了自己的看
法。

问：中国女网是不是世界强队？
答：李娜、郑洁把中国的网球带到

了一个很高的高度，所以大家都对中国
网球有新的期待。我只能告诉你，世界
网球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世界排名
前20的女子选手，来自14个国家和地
区，前10则分属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
在世界前十里占据一席之地，可以说我
们是世界强队。比如美国，他们是网球
强国，可是除了小威，世界前十里还有
谁是美国人？能说她们也出现断层问
题吗？英国几十年才出了一个默里，他
们的水平一直就是很高的，他们也不会
因为迟迟没有一个大满贯冠军，就自认
为水平很差。国人希望我们的网球像
乒乓球和羽毛球一样强大，但那是不可
能的。

问：中国女网是否出现断层？
答：断层是相对的。但是从教练到

运动员和媒体，大家一定要有绝对的信
心，不要觉得我们是弱的，就像对足球，
没有人认为它行，那它怎么可能行？唯
一的方法就是充满信心努力去做，千万
不能自暴自弃。说谁都会说，最容易的
就是指出问题，但谁来做、怎么做才最
关键。我知道有问题，然后拼命去做，
这才是勇气。当然大家说这个事情是
出于关心，但过多贬低自己没有用，我
们不想在李娜之后出现断层，我们也想
尽快培养出下一个“李娜”，但即便培养
不出“李娜”，也不代表我们就出现了断
层。比如说我的想法就是，能在世界前
100里有10个中国的选手，可能没有一
个像李娜那么突出，但也是网球强国
了。俄罗斯强吗？如果把莎拉波娃剔
除掉，也没有几个出色的选手，网球的
发展就像历史发展一样，有的国家没
落，有的国家崛起，谁能长盛不衰啊？

问：那就是说我们不用太在意中国
女网运动员的世界排名？

答：网球是个高度职业化的项目，
竞争激烈，大满贯的冠军也总是换来换
去。前20名就那几个人，想要挤进去
很难。除了小威，世界前20几乎是同
一个水平线，然后20到100也几乎是

同一个水平线，女选手情绪的控制本身
是比较难的，再加上身体上的劣势，她
们排名浮动都比较大。

问：李娜之后无“李娜”，这个判断
是不是很耸人听闻？

答：李娜没出来之前，没有人相信
中国会有李娜，没有人相信中国网球会
走到这么高的高度。所以李娜之后无

“李娜”，这个从逻辑上来讲是不对的。
当然我承认培养一个“李娜”，可能需要
几代人的努力。有人说十年之内培养
不出下一个“李娜”，这有可能，但由此
判断中国网球整体的能力就下降了，我
不认为是这样。中国是女子网球强国，
在世界女子排名上前50我们有3个人，
俄罗斯也就4个，美国人多一些，有8
个，而网球的发源地之一英国也只有沃
特森一个而已，为什么我们要说自己不
强呢？这可能是中国人的思维问题，总
想垄断。青少年排名前100的选手中，
有7个来自中国。她们都有可能成为
下一个“李娜”。

问：有这样一种观点，就是现在的
年轻运动员跟李娜、郑洁等老一代运动
员相比，缺乏斗志和干劲，安于现状，是
这样吗？

答：有些运动员可能会这样，但你
不觉得这是个社会问题吗？现在的人

不如以前的人能吃苦，
这不光是网球运动员
的问题，但是现在的人
比以前的人聪明。

问：怎样解决这个
问题呢？

答：目前的社会氛
围，让人缺乏毅力，很
多球员到了十六、七岁
还没有看到很好的前
景，就选择放弃，有些老
外 30多岁，排在世界 100
位左右，他怎么会坚持下
去，当然是因为热爱，才会去
坚持。虽然我没有李娜那么
光鲜，但是我能养活自己。就
好比我是开饭馆，我挣不了大
钱，李娜那个是高级大饭店，一
样也要相互尊重。非要要求每
一个人都像李娜那样，那是不是
除了李娜之外，其他人都别打了，
像做生意一样，其他人都别做了。要
喜欢才能坚持到底，我们的年轻球员
过少考虑这些问题。很多国外选手是
发自内心喜欢，名利的东西肯定有，但
肯定也有热爱的成分。

新华社记者 王集旻 王珏玢
（据新华社南京8月25日电）

中国女网队主教练王鹏展望中国女子网球前景

李娜之后无“李娜”？
本报保城8月25日电（记者易建阳 特约记者

黄青文）经过4天紧张激烈的角逐，2014年“保亭
杯”海南省篮球联赛昨晚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落
下帷幕，海南大学代表队夺得冠军，保亭代表队屈
居亚军。

当晚，保亭青少年活动中心灯光球场灯火通明，
人声鼎沸，气氛热烈，近5000名观众将篮球场围得水
泄不通。首先进行的是三四名的比拼，海南师范大学
代表队对阵五指山代表队，由于实力悬殊，海南师范
大学代表队以较大优势战胜了五指山代表队夺得第
三名，五指山代表队获得第四名。

此次省篮球联赛吸引了8支队伍参赛，比赛
为期四天，以分组单循环赛和交叉淘汰赛两个阶
段进行。

2014年省篮球联赛落幕

海南大学队夺冠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4年海南省（山地
户外运动）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暨户外登
山基础技能培训班”24日结束，来自全省16家户
外俱乐部的领队及户外山地运动爱好者等共60
多人参加培训。部分优秀学员获得了我省首批国
家二级（山地户外运动）社体指导员证书。

由海南省文体厅主办、海南省登山协会承办
的本次培训班是我省首次举办的山地户外运动社
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特别聘请中国登山协会户
外专业委员会、海南省登山协会、海南省红十字会
等相关机构的权威专家与资深人士，为学员深入
讲解了登山、攀爬、露营等基础技能知识，以及登
山误区和风险防范、地形图判读与指北针使用、户
外领队的职责与管理、山地户外救生常识、LNT
户外环保法则等丰富的教学内容。

在本次培训的技能实训课程中，学员们首先
在海口市羊山地区复杂的地质环境下进行了地形
图的判读与指北针使用实践，然后在南渡江畔实
地学习了营地规划与建设知识，最后在临高县皇
桐瀑布深入体验了攀爬的专业技能与无穷乐趣。

我省举办山地户外运动
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

新华社阿拉木图8月24日电（记者周良）亚
洲杯男子排球赛24日结束，韩国和印度队分获冠
亚军，中国队获得第五名。

当天的冠军争夺战在韩国队和印度队之间展
开，双方势均力敌，争夺十分激烈。尽管韩国队直
落三局击败印度队，但三局的比赛一直呈胶着状
态，双方比分交替上升，而且在每一局的比赛中韩
国队仅以微弱优势获胜。在争夺第三名的比赛
中，连获两届亚洲男排锦标赛冠军的伊朗队居然
不敌东道主哈萨克斯坦队，1：3大比分告负，爆出
本次亚洲杯男排赛的最大冷门。中国队当天以
3：1轻取日本队获得第五名。

亚洲杯男子排球赛18日至24日在哈萨克斯
坦南部城市阿拉木图举行。

男排亚洲杯韩国队摘冠

中国队获第五名

据新华社伦敦8月24日电（记者王子江）中
国选手李金哲24日在国际田联钻石联赛英国伯
明翰站的男子跳远比赛中，以8米06的成绩名列
第三，在总积分榜上位居第二。

李金哲本赛季在钻石联赛中三次进入前三，
其中在摩纳哥站比赛中赢得冠军，在洛桑站中同
样赢得铜牌，这样他的钻石积分达到六分，与美国
选手泰勒并列第二，比位居第一的亨德森只差两
分。本赛季的钻石联赛还剩下瑞士苏黎世和比利
时布鲁塞尔两站，只要李金哲继续参赛，他依然有
希望争夺这个项目的年度钻石大奖。

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一共有14站，男女每个项
目积分最高者将获得钻石奖杯和一个4克拉的钻
戒，价值8万美元。25岁的李金哲本赛季一直保
持着非常好的状态，6月29日，他在德国巴德兰
根萨尔察跳远专项赛中以8.47米的成绩夺得冠
军，并一举打破了劳剑峰8.40米的全国纪录。

伯明翰钻石联赛男子跳远赛

李金哲名列第三

北京时间25日23时，本年度最后
一项网球大满贯赛事，美网正选赛开始
首日争夺。

德约科维奇VS施瓦茨曼

在最擅长的硬地球场上，德约科维
奇习惯于一开始就全速前进，过去3年他
在美网首轮中总共只丢掉8局。2012年，
他在美网前两轮总共只丢掉7局，连续横
扫了两位“红土专家”。从这层意义上说，
今年美网首轮德约科维奇能否恢复神勇，
大比分击败施瓦茨曼这位“红土专家”，对
于他的争冠前景将有很大的预示作用。

22岁的阿根廷人施瓦茨曼虽然身
高只有1.70米，但目前世界排名达到了
第80位，而且这样的成绩是在几乎不参
加任何红土之外赛事的情况下取得。今
年施瓦茨曼只打过两场硬地比赛，美网
凭借排名领取丰厚的出场费可以满足，
虽然他肯定会被德约科维奇拿到大量破
发机会，但擅长的反手也有望给头号种
子带来一些麻烦。

瓦林卡VS维塞利

2007 年首次闯进大满贯第 4轮，
2010年首次闯进大满贯8强，去年首次
闯进大满贯4强，美网见证了瓦林卡职业
生涯的多次突破，而已经贵为大满贯冠军
的他今年重返纽约参赛，恐怕压力也不
小。作为去年ATP最佳新人奖得主，捷
克新秀维塞利虽然身高接近2米，却似乎
更像是“红土专家”，他上次参加硬地巡回
赛，还是5个多月之前的迈阿密站，以这
样缺乏热身赛磨练的状态，挑战今年对阵
左手球员还保持全胜的瓦林卡，大概没有
多少胜算。但瓦林卡去年的6场美网比
赛，有5场都至少要打1个抢7局，他在美
网中很少能横扫过关，本场比赛也存在
苦战的可能性。 ■ 王黎刚

美网首轮前瞻

小德有望开门红

新华社巴塞罗那8月24日电（记
者周喆）巴萨头号球星梅西24日在新
赛季西甲首轮比赛中独中两元，帮助球
队在诺坎普以3：0完胜到访的埃尔切，
取得联赛“开门红”。

赛前有一只黑猫跑进球场，导致比
赛开始延误了几分钟。上半场第41分
钟，梅西攻门得手，巴萨取得领先。不
过此后不久，巴萨后防大将马斯切拉诺
犯规吃到红牌，被罚下场。

下半场开场后不久，首次亮相西甲

赛场的巴萨小将穆尼尔在第46分钟帮
助球队扩大比分。而在第63分钟，“小
跳蚤”再次收获进球，巴萨最终3：0轻
取对手。

球队获胜，梅西也在打破进球纪录
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凭借本场比赛的
两个进球，梅西已代表巴萨在西甲联赛
中攻入245球，距离上世纪四、五十年
代曾为毕尔巴鄂竞技队效力的传奇球
星特尔莫·萨拉保持的251球的西甲进
球纪录还差6球。

梅西独中两元
巴萨联赛首轮获胜

8月25日，在2014-2015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首轮比赛中，
巴塞罗那队在主场以3：0战胜埃尔切队。图为巴塞罗那队球员梅
西（中）与队友哈达迪（左）、阿尔巴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顶着输球的压力，冒着崩盘的危
险，郎平在刚刚结束的世界女排大奖赛
总决赛中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胆练
兵。郎平的勇气和胆识没有白费，曾春
蕾、刘晓彤、袁心玥的闪光表现是这次
比赛中国队的最大收获。

“三剑客”中最不容易、压力最大的
是曾春蕾。在郎平的手下，曾春蕾的个
人能力已经在以往比赛中得到了检验，
这次对她最大的考验在于心理。当朱
婷、惠若琪、魏秋月、徐云丽不在队中，郎
平把队长袖标交给她，这份信任对曾春
蕾而言也是担当和责任。在总决赛中，
一旦中国队比分落后、进攻受阻或是一
传被破，二传往往传球给她。5场比赛下
来，曾春蕾在得分榜上排第四，扑救榜上
排第五，是中国队攻、防两端的核心。

打比利时队、日本队时，曾春蕾都
是最高分；打巴西队，靠她和刘晓彤撑
场面。打土耳其队刘晓彤和袁心玥都
冲了出来，她的压力才减轻了些。郎平
赛后主动点名表扬她，是对“曾队”最大
的鼓励。有了这次的经历，相信她一定
会更成熟。

这次总决赛也是曾春蕾在北京队
的队友刘晓彤的“涅磐之战”。自郎平
上任以来，刘晓彤获得的出场机会并不
少，但她此前从未打出这次的气势。迎
战土耳其队拿下26分之后，刘晓彤信
心倍增。末战俄罗斯队，她在场上多次
大声要球：给我！给我！进攻欲望之强
烈前所未有。

刘晓彤排名扣球榜榜首、入选最佳
阵容也是中国队练兵的意外收获。如
果她能保持这样的冲击力和自信心，将
在郎平的“武器库”中占据重要位置。

“三剑客”中最年轻的是未满18岁
的副攻袁心玥。从替补、首发、替补再
到首发，袁心玥“开窍”的速度远远超过
一般的年轻球员。这次的总决赛，无疑
是她登上成年国际赛场后最宝贵的成
长经历。

曾春蕾、刘晓彤和袁心玥是郎平
练兵的最大收获，还有有劲儿没使出
来的，比如杨芳旭。由于位置和曾春
蕾重叠，这次她获得的出场机会不多，
只能眼睁睁地瞅着袁心玥在场上尽情
发挥。 （据新华社东京8月25日电）

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中大胆练兵

郎平收获“三剑客”

曼联1：1桑德兰

赫尔城1：1斯托克城

中超战报
哈尔滨3：1杭州

英超战报

8月24日，在2014南京青奥
会网球女子单打决赛中，中国选手
徐诗霖以2比0战胜白俄罗斯选
手伊琳娜·希曼诺维奇，获得

冠军。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