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洲杯足球赛

巴西补时绝杀秘鲁
据新华社智利特木科6月14日电（记者赵

焱）经历了本土世界杯铩羽的巴西队14日在美洲
杯足球赛上首次亮相，凭借科斯塔在伤停补时阶
段的进球2：1绝杀秘鲁队。中超鲁能俱乐部外援
塔尔德利首发出场，但在第66分钟被换下。

开赛仅3分钟，秘鲁队奎瓦就破门得分。巴西
队也不示弱，第五分钟阿尔维斯助攻，传球给其巴
塞罗那的队友内马尔，内马尔劲射将比分扳平。此
后，双方都继续大举进攻，两队球门前险情频发。

下半场，巴西队逐渐占据了场上优势，但由
于锋线的乏力和对方出色的防守，始终无法破
门。直到伤停补时阶段，下半场换上的道格拉
斯·科斯塔为巴西队贡献制胜一球。

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秘鲁队攻入的一球
是他们自1975年以来在美洲杯上首次攻破巴西
队的球门。不过，秘鲁队美洲杯历史上首秀从未
输球的纪录也被打破。

巴西队下一场比赛将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迎
战首场意外失利的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在比赛
接近尾声时被委内瑞拉队攻入一球，以0：1告负。

2015年6月16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林永成 美编：孙发强综合体育新闻B06

■■■■■ ■■■■■ ■■■■■

海南绿地城，作为世界500强绿地集
团开发的15000亩国际级综合体大城，一
直备受瞩目。继大型绿地全球精品超市宣
布落户，立即引发海南市场热潮，到访
2000多人，2天实现销售金额4000万，再
次证明绿地集团强大的品牌号召力和项目
超高的人气。

2000多人到访，100多组
购房登记，2天成交4000万

6月13日、14日，海南绿地城现场人
声鼎沸，众多客户都被项目超大规模及大
气的配套折服，现场成交极其火爆。成交的
喜报接二连三，满载豪礼的金蛋在成交业
主手中金花四溅！

50万颗糖果空降，约会迪士尼白雪公
主、白马王子，迪士尼蛋糕制作大奖赛……

迪士尼梦幻主题乐园也让在场的客户过足
了童话瘾。14日下午，营销中心传来捷报，
海南绿地城周末两天已成交4000万！

火爆人气全球精品超市，
为何选择绿地城落户？

随着海口美兰机场二期扩建、机场商
圈的逐步形成、绿地城15000亩的综合性
配套快速落地，其中绿地全球精品超市的
落地更是绿地城的重大利好。该超市依托
绿地集团全球化优势，采取自产、直采、自
销全产业链模式，有效减少成本，业主轻松
享受全球超1.5万种高品质、平价商品。该
超市已进入上海、杭州、南京、苏州等地，所
到之处，皆人气爆棚。届时，精品超市将辐
射20公里范围，形成海南强大的购物体验
目的地。不用出国，就可以在家门口全球购！

世界级城市运营商，聚四
洲十国资源，打造国际级综合
体大城

绿地集团，世界500强企业第268位，
项目遍布亚澳欧美4大洲10国100余城。
2014年以2408亿销售金额登顶全球房企
冠军，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城市运营
商。

海南绿地城优居海口“东进”战略核心
板块、美兰机场枢纽门户，15分钟达省政
府商圈，将建成集合机场门户、空港产业、
娱乐商业、旅游集散、养生度假、一站式教
育、生态居住等7大功能的国际级综合体
大城。

见证世界500强力量，海

南第一大城快速崛起
自2014年5月以来，绿地城重量级配

套不断强势落地。
一站教育：海口寰岛实验小学、吉的

堡幼儿园、大地幼儿园签约落户！周边灵山
小学即将升级为九年制公办中小学。

顶级商业：世界级商业地标——绿地
广场，广涵大型购物中心、特色商街、品牌
商超等全方位业态。中影国际影城、肯德
基、铂骊奢华酒店等主力店已签约。大型全
球精品超市落户，加速海南第一大城形成。

大型产业：由海口市旅发委联合绿地
集团打造的“琼北到城”项目落户海南绿地
城。项目蕴含接待、娱乐、疗养等众多旅游
元素，将建成全世界及国内游客到访海南
省海口市重要旅游目的地。

便利生活：9000m2大型综合农贸市
场，2017年春节开业；集医疗卫生、文化体
育、休闲娱乐和教育等便民设施为一体的
3000m2社区邻里中心也将在 2016
年7月营业。

1000余位业主见证，
一期沿街旺铺火爆清盘

海南绿地城自面世以来已累计
销售超2000套，蝉联滨江区域销冠。
绿地广场沿街商铺尤受热捧，开盘单
日以热销1.5亿的傲人成绩成就海南
商业销冠。机场枢纽商圈旺铺，收揽
千万级人气；作为方圆十公里唯一大
型商业集群，升值潜力无可限量；绿
地集团自持50%商业份额，为投资保
驾护航。

海南绿地城一期45-400m2沿街金铺
火爆清盘，限量席位一等不再有；65-
125m2板式美宅空前让利，持续热销！

大型全球精品超市落户，海南绿地城周末2天劲销4000万

招标单位：海口市龙华区土地纠纷调处办公室
招标代理：海南泓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农村土地共有宗地分割确权登记发证测量工作
项目概况：项目位于海口市龙华区，涉及土地面积 58162.75

亩。招标范围：权属调查、地籍测绘、地籍图制作等（详见招标文件）。
投标人资质：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颁

发的乙级(含)以上测绘资质，拟派项目技术负责人应具备测绘专业
工程师(含)以上职称，省外投标人还须持有《海南省省外测绘单位
验证登记证》，本次招标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报名事宜：有意者请拟派受托人携带介绍信原件于 2015年 6
月16日至2015年6月 22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到海口
市国贸大道36号嘉陵大厦10楼B4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

联系人：林小姐 0898-68551438

招 标 公 告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第15018期）

受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公开净价拍卖：海
南省三亚市河东区下洋田一路152号左侧(即南面)的一栋楼房及土
地使用权。楼高 6层,建筑面积为 817.83平方米。参考价：249万
元。竞买保证金25万元。拍卖时间：2015年7月6日10时。拍卖地
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三楼。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
之日起至 2015年 7月 3日止。特别说明：按现状净价拍卖，过户税
费、欠缴的规费及办证风险由买受人承担。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
7月3日16：00前缴纳竞买保证金（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并到本公
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缴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华信拍卖
有限责任公司；账号：2201020809200042968；开户行：工行海口市
义龙路支行（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联系电话：0898-66533938 18289655888；联系地址：海南省海
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楼；委托方监督电话：0668-5521201

定安县农信社自助间装修招标公告
为提升定安县农信社形象，我社拟对辖内自助间进行装修。现将

本次自助间装修的有关公开招标事项公告如下：一、招标单位：定安县
农信社；二、工程名称：定安辖内自助间装修工程；工程为定城镇龙州
墟、潭黎村委会、平和村委会自助间。三、投标条件：（一）必须是在海南
省工商部门注册的建筑、装修单位，且具有国家建设部门核发的建筑、
装修装饰工程专业三级以上（含三级）资质；（二）开标前两天投标单位
必须将投标保证金100万元转到招标单位指定账户，否则视为废标。
未中标者在三个工作日内给予退还保证金，中标者100万元保证金在
签订合同后3个工作日内先退还50万元，剩余的50万元待工程进度
达50%后给予退还。四、报名提供材料：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项目负
责人持身份证原件（第二代）、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等现场查
验，并提供以上所有材料的复印件（须加盖公章）交招标单位。五、报名
资料递交期限；报名资料提交起止时间为2015年6月16日至6月23
日，地点：定城镇见龙大道373号定安联社综合部。联系人：王经理，电
话：0898-63826618。 定安联社 2015年6月16日

二次招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粤海一路项目己由发改委以海发改投资函

【2014】855号批准立项，项目业主为海口辉邦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建设资金为政府投资，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招标人为海

口辉邦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己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

的设计进行公开招标。本项目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招标范围包

括概念性方案设计及中标后编制深化、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

等；设计费用 53.15万元；计划工期 30日历天。本次招标投标

人资质要求具备市政公用行业（道路）设计丙级或以上资质；其

中，投标人拟派项目设计负责人要求为本单位注册的道路专业

的高级工程师。详情请登录《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http://
www.hkcein.com）。联系方式：王工，电话：0898-68597606

主题邮局项目推介公告
项目名称：主题邮局建设项目
合作方式：邮政方面负责提供邮政产品。由合作商负责与相关景

区、核心商业区等区域对接，在各景区、核心商业区内建设主题邮局，
负责其他非邮政产品的引进，并做好主题邮局的经营管理工作。项目
选址:在旅游景区、核心商业区和学校周边区域建设主题邮局。项目基
本情况：主题邮局是一家以经营明信片、邮品、邮政元素等文化产品为
主，且拥有特定主题的概念邮局，主要有景区邮局、祈福邮局、时空邮
局、爱情邮局、少儿邮局和校园邮局等类型。主要销售邮政产品、文创
产品、饮品等，体现了邮政文化与当下流行时尚、风土民情、主题文化
等元素的融合。

我公司诚邀信誉度高、实力雄厚、有意向投资的社会各界人士于
2015年6月25日前来我公司考察、洽商有关事宜。

项目推介单位：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道236号 邮编：570311
联系人：林小姐 联系电话：0898-66711416

项目名称：景点邮资明信片门票项目
合作方式：邮政方面负责设计、制作旅游明信片门票。合作商负责

与相关景区对接合作，做好明信片门票推广工作，并协调景点审核明信
片门票，确保设计、制作水平，同时协调税务等相关部门给予支持。

项目基本情况：邮资明信片门票就是邮资明信片制作成的门票，由
正券和副券组成，正券正面为景点风景图案，背面为标准明信片。副券
可标明门票价格、税务章、印刷流水号和条形码。其既具有旅游景点入
门凭证的门票作用，又可作为邮资明信片用于邮寄。制作数量按各个景
点年均游客来定印数，一年门票使用量最低须达50万枚以上。

我公司诚邀信誉度高、实力雄厚、有意向投资的社会各界人士于
2015年6月25日前来我公司考察、洽商有关事宜。

项目推介单位：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道236号 邮编：570311
联系人：林小姐 联系电话：0898-66711416

景点邮资明信片门票项目推介公告

项目名称：《海南旅游》联票明信片项目
合作方式：邮政方面负责“联票”的印制、销售推广工作。由合作商负

责与相关景区对接，组织各旅游景区（点）提供相关优惠政策支撑，开发
《海南旅游联票》明信片。项目基本情况：《海南旅游联票》为本册式明信
片（以下简称”联票”），由海南省内十家旅游景点以及省外部分旅游景点
的宣传促销减免票权益构成，有规定销售期限和使用期限。联票明信片
采用邮资明信片的形式印制，由明信片和副片组成。正面为旅游景点图
片、背面为邮资，副片正面为景点简介，背面为景点风光图及相关说明。

我公司诚邀信誉度高、实力雄厚、有意向投资的社会各界人士于
2015年6月25日前来我公司考察、洽商有关事宜。

项目推介单位：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道236号 邮编：570311
联系人：林小姐 联系电话：0898-66711416

《海南旅游》联票明信片项目
推介公告

分担出口风险
保障收汇安全

联系方式：020-37198097；020-37198080
gzywc@sinosure.com.cn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14日电（记者
李博闻 郭爽）库里砍下37分，帮助金
州勇士队14日在主场以104：91击败
克里夫兰骑士队，赢下“天王山之战”，
以总比分3：2率先拿到总决赛赛点。

勇士本赛季在主场只输过4场，并且
从来没有在甲骨文球馆背靠背输过球。
数据显示，当MVP所在的球队3：2拿到
赛点时，最后赢得总冠军的几率是13：0。

勇士5人得分上双，常规赛MVP
库里命中7记三分，得到全队最高的
37分，另有 7个篮板。格林得到 16
分，伊戈达拉入账14分、8个篮板和7
次助攻，巴博萨5投4中贡献13分，克

雷·汤普森得到12分。
骑士队的詹姆斯拿到三双，得到40

分，另有14个篮板和11次助攻，三项数
据均是全场最高，他也成为第一个在
NBA总决赛历史上两次做到这一成绩
的球员。特里斯坦·汤普森得到19分和
10个篮板。JR史密斯贡献14分，香波
特有10分入账。德拉维多瓦9投2中只
得到5分，上场发挥出色的莫兹戈夫得
到零分。

詹姆斯取得季后赛生涯的第14次
三双、第六次总决赛三双，距离总决赛三
双王魔术师约翰逊还差2次。NBA历
史上，只有两位球员曾在总决赛比赛中

拿到三双的同时得到40分，除了詹姆
斯，另一位是1969年的杰里·韦斯特。

“我充满自信，因为我是世界上最
好的球员，就这么简单，”詹姆斯在赛
后接受采访时表示。

谈到客场输球、骑士总比分2：3落
后时，詹姆斯说：“今晚有很多因素让我
们伤心，库里（的表现）也是其中之一。
这让我们即使用小阵容也无济于事。但
我认为，我们比上一场表现积极得多。”

谈到接下来的比赛，詹姆斯说：
“我们要回家进行第六场比赛了，我们
足以赢下比赛。我们将为家乡而战，
将比赛带入第七场。”

■ 阿成

40分14个篮板11次助攻，詹姆斯
又一次上演神级表演。但詹皇个人的
神勇难以挽救球队的颓势，骑士以91：
104不敌勇士，丢掉了关键的天王山之
战，总比分 2：3 落后，身陷两个赛点的
绝境。

詹皇在本届总决赛犹如天神下凡，
整个篮球世界为之折服。魔术师约翰
逊认为，如果骑士夺冠，詹姆斯的表现
就是总决赛历史上最伟大的个人表

演。魔术师还说，从此次总决赛的表现
上看，詹姆斯理应出现在所有人的总统
山上。总统山坐落于南达科他州基斯
通附近的美国总统纪念公园，公园内有
四座高达 60 英尺的美国前总统头像。
也就是说，在包括魔术师在内的很多人
看来，凭着今年总决赛的表现，詹姆斯
有资格进入NBA史上最伟大的四位巨
星之列。

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詹姆斯能
否登上总统山？骑士能否夺冠是前
提。如果骑士不能夺冠，詹姆斯的一切

个人表演不仅添上悲剧色彩，恐怕还会
被讥讽为“太独”、“个人英雄主义”。而
天王山失守后，骑士夺冠的可能性急剧
下降，詹姆斯在总统山的位置也越来越
不牢靠。

最近两场失利，看客都能看出来，
詹姆斯和骑士队主要输在体能不支。前
三节还能僵持，到了第四节，精疲力尽的
詹姆斯和骑士兵败如山倒。休息时间太
少，每场比赛都被对手车轮战消耗，身体
素质出众如詹姆斯者，也有累坏了的时
候，他毕竟是人不是神。有人会说，如果

勒夫和欧文不受伤，骑士会轻松赢得总
决赛。我认为这种假设没有意义也没有
答案，而且勒夫和欧文缺阵，成就了汤普
森和德拉维多瓦的闪光。骑士上场打球
的人比勇士少，因此消耗更多，但骑士的
板凳席上并非没有替补了，问题是主教
练不信任他们不给他们上场的机会。也
许是詹姆斯不信任吧。

总决赛场均数据接近三双，从数据
的全面性上看，詹姆斯并不独，但比赛场
面分明是詹皇几乎包打天下，而他一人
之力难敌勇士。能不能调动队员的积极

性，让队员变得更好，充分发挥集体的力
量？不是口头上说说的，数据也未必能
出来。而詹姆斯的行动证明，他并不信
任队友，也没能让队友变得更好。

当初詹姆斯离开骑士到热火组成
“巨头”阵容，即使两夺总冠军也被有些
人讥讽为“抱大腿”。现在，勒夫和欧文
缺阵，让詹姆斯有了证
明自己的机会，这也许
是他表现超级神勇的动
力吧，可惜这样的机会
不多了。

勇士再胜骑士夺赛点
詹姆斯：我们要将比赛带入第七场

NBA总决赛

天王山失守 总统山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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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年举重赛

海南选手获总成绩季军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王黎刚）全国青

年举重锦标赛昨天在江西新余结束，海南队陈日
强获得了男子85公斤级总成绩季军、抓举第二名
和挺举第三名；谷峰获得男子105公斤以上级总
成绩第4名、抓举亚军和挺举季军。

今年20岁的陈日强来自文昌，是海南队自己
培养出来的大力士。在2012年举行的亚洲举重
青年锦标赛上，他获得了男子85公斤级抓举、挺
举和总成绩3枚金牌。

全国青年举重锦标赛于6月8日开赛，共有
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解放军等29个
代表队364名运动员参赛。

海南省少年沙排赛结束

澄迈队获三项冠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5年海南省少年沙

滩排球锦标赛近日在澄迈结束。来自全省8个市
县代表队的102名男女运动员参赛。澄迈县代表
队收获了男子甲组、乙组及女子丙组的冠军，海
口市代表队、三亚市代表队分获女子甲组、女子
乙组的冠军。

在率先决出的女子丙组比赛中，澄迈队的王
宝/吴雅玉总比分2比1击败了三亚队的高央/高
月云。在男子甲组的冠军争夺战中，澄迈队的吴
清罡/陈日锦以2比1战胜了文昌队的邝必凯/刘
陶欢。男子乙组决赛，澄迈队的刘元桐/曾王法以
2比1艰难战胜文昌队的韩坚定/邢维帅。海口队
的两对选手会师女子甲组决赛，颜云肖/吴冬梅以
2比0轻松战胜自己的队友邓程娟/吴朋艳。女子
乙组决赛，三亚队的谢虹/黎慧莹以2比0战胜定
安队的王小月/刘程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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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加拿大温尼伯6月14日
电（记者岳东兴 马邦杰）虽然手握3
分的中国女足存在打平就能出线的可
能，但主教练郝伟14日在赛前明确否
定了这种保守战略。他说，对阵世界杯
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新西兰队，中国队
只会全力取胜，而且届时队员表现得

“应该比前两场会更好”。
当地时间15日傍晚，中国队将在

温尼伯对阵新西兰队。谈到这场比赛
的目标，郝伟在14日的赛前发布会上
说：“所有比赛，我们都全力去取胜，不
会为一场比赛去守。”

与郝伟一同出席发布会的是队长

吴海燕。她在上一场1：0击败荷兰队
的比赛中扭伤了脚，13日没有参加全
队合练。不过，从她出席发布会的情况
看，这名主力右后卫伤情基本无碍。

吴海燕说：“我已经可以参加训练
了，希望明天（15日）可以参加比赛，但
安排是否出场，要等明天才会知道。”
这位女足队长同时“呼应”了郝伟全力
求胜的战略，她说：“当然是希望最好
的状态迎接比赛，希望取得胜利，晋级
到16强。”

除吴海燕外，中国队主力门将王飞
在与荷兰队的比赛中也受了伤，她在
13 日训练时说左肩抬胳膊仍“有点

疼”。不过，郝伟表示，伤病对球队没什
么影响。

有外国记者在发布会上问，中国队
对阵新西兰队到底会以一种什么样的
打法应战？

回答这个问题时，郝伟以一贯平静
的口吻说：“作为队伍，是在一步步进
步，我们打法上（变化），是人员的调
整。对新西兰，我们会全力以赴，去取
胜。”他还介绍，中国队已对新西兰队做
了战术分析。

而在预计中国队届时的表现时，
郝伟说：“（中国队）应该比前两场会
更好。”

中国女足今天战新西兰

主帅郝伟：全力争胜不会保平
北京时间6月16日20时，中国男足

将在不丹廷布国家体育场开启2018年
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征战之旅。
首战弱旅不丹，胜负没有任何悬念，只是
打进对手多少球的问题，国足也可借此
战演练进攻套路。

中国队与不丹队从未有过交锋记
录，不丹队在国际足坛也算是神秘之
师。从小组赛首轮客场0：7惨败于中国
香港队的比赛来看，这支神秘之师是不
折不扣的鱼腩队伍。不过国足并没有掉
以轻心，出征前宣战海报和宣传片都表
达了“不要轻视任何对手”的态度。

此次出征不丹的国足基本上保留了

亚洲杯的班底，只是张琳芃、于海、于汉
超和蒿俊闵都因伤缺席。由于不丹队实
力太弱，国足主帅佩兰在最近的训练中
有意加强了进攻战术的演练。不过由于
在中超联赛中洋枪牢牢占据主力位置，
国内前锋除杨旭和郜林外，可供佩兰选
择的人员也并不多。

不丹地处高原，比赛场地是人造草
皮，这些因素也许对国足不利。不过国
足此前到昆明集训，并且还把集训场地
安排到同样是人造草皮的呈贡大学，算
是提前适应了客场环境，客观因素应该
不会给国足带来太大困扰。

■ 林永成

国足今晚开启世预赛之旅

战不丹演练进攻套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