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诺克世界杯

中国A队头名进淘汰赛

据新华社无锡6月19日电（记者王恒志）2015
斯诺克世界杯19日在江苏无锡展开小组赛最后一
轮较量，丁俊晖和肖国栋组成的中国A队3：2击败
马耳他队，以小组头名晋级淘汰赛。他们八强战的
对手是由希金斯和马奎尔组成的苏格兰队。

中国A队虽然此前四战全胜，但由于小组排
名按照胜局分排序，最后一轮对阵马耳他队仍不
容有失。首局德拉高发挥自己“快枪手”的实力，
速胜肖国栋，为马耳他队先拔头筹。第二局丁俊
晖75：6扳回一局。

此后的双打比赛，马耳他组合轻松拿下，中国
A队再度落后。第四局，肖国栋和伯格打得十分
胶着，但比赛最后阶段伯格3次将白球打入袋中，
白送12分葬送领先优势，肖国栋惊险获胜。至
此，中国A队实际上已确保小组头名，最后一局
丁俊晖击败德拉高结束比赛。

这样，中国A队就和印度队携手晋级，中国A队
八强战的对手是苏格兰队，虽然拥有希金斯和马奎尔
两大高手，但苏格兰队当日还是在和比利时队的小组
头名之争中2：3告负，只能以小组第二出线。傅家俊
领衔的中国香港队则位列第三，无缘淘汰赛。

本届世界杯共有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澳
大利亚、中国、挪威、中国香港等23个国家和地区
的24支队伍参赛，比赛采取小组赛循环和淘汰赛
结合的赛制，24支队伍分为4个小组，采取5局制
单循环比赛，每个小组的前两名晋级淘汰赛阶段，
全部比赛将于22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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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公示
新埠岛加压泵站及供水管道工程（泵站部分）项目，已于

2015年6月19日在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完成了
开标、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口市市政建设工程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泰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3 个日历天（2015年6月20日至6月22日），如有

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海口市新埠岛开发建设总公司投诉，电话：
0898-66263913

招标代理：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9日

中标公示
新埠岛加压泵站及供水管道工程（管网部分）项目，已于

2015年6月18日在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完成了
开标、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口市市政建设工程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泰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3 个日历天（2015年6月20日至6月22日），如有

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海口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投诉，电话：
0898-66291231

招标代理：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9日

海南省化肥厂
关于召开全厂在职职工大会的通知
厂各位在职职工：

根据有关规定，我厂定于2015年6月27日上午八时在厂办公室

召开全体在职职工大会。

会议内容：审议《海南省化肥厂公司制改制方案》、审议并表决

《海南省化肥厂职工安置方案》。

望全体在职职工准时参加，离退休职工可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

特此通知

海南省化肥厂

二O一五年六月十九日

琼海市嘉积城北片区C-02-15局部、C-02-16和C-02-17地块用
地规划条件修改的方案已编制完成，用地位于琼海市嘉积城区银海路
北侧，嘉积中学海桂学校南侧。总用地面积为90537.28平方米。拟修改
地块用地性质及规划控制指标。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
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30天（6月20日至7月19
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规划建设局网（网址http://www.qionghai.gov.cn/
index/index.jsp?agencyId=77）、琼海市规划建设局规划股和用地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2671973141@qq.com；（2）
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建设局规划股；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
路规划建设局 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
未反馈，将视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62828967，联系人：王林顺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二○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琼海市嘉积城北片区C-02-15局部、C-02-16
和C-02-17地块用地规划条件修改的公示

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S2-4地块用地规划指标确定的论证
报告已编制完成，该地块位于光华路南侧，山叶经一路东侧，山叶玮
三路北侧。总用地面积为18870平方米。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
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30天（6月
20日至 7月 19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规划建设局网（http://www.
qionghai.gov.cn/index/index.jsp?agencyId=77）、琼海市规划建设局规
划股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2671973141@qq.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建设局规划
股；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规划建设局 邮编：571400（3）意见
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4）、咨询电
话：0898-62828967，联系人：王林顺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2015年6月19日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S2-4地块

用地规划指标确定的公示

建设施工合同解除通知书
李亚海、陈亚胜：

2010年10月我司总经理胡凤雷与你方签订海南中商物流园区建
设施工合同书后,但你方却违反合同约定，至今未完成内部结构装修及未
完成后期扫尾等各项工程，工程期间无故停工至今，导致房屋至今也未
交付完。你方已构成根本性违约且在已超额收到工程价款的情况下，我
司多次要求你方尽快完成后续工程并按时交付房屋，但你方以各种理由
推拖，以上种种，侵犯了我司合法权益，现我司郑重通知你方如下：1、立
即解除双方签订的《“海南中商物流园区”建设施工合同书》；2、请你方在
本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五日内将物流园区1-5栋房屋交付给我公司；3、请
你方立即向我公司退还超额收到的工程款，同时我公司将追究你方逾期
完工交付等全部违约赔偿；4、请你方立即将擅自非法占用物流园区2-5
栋房屋并私自对外出租所得租金及其他利益返还给我司。

特此通知，望慎重对待。
海南中商农产品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二O一五年六月二十日

债务催收公告（第1号）

海南东朋祥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务人、抵押人）、
陈宝艳及其配偶林海生、李少霞及其配偶董兆和（保证人）：

我司于2015年 6 月 18 日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了《债权转让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将2011年至2014年与海南东朋祥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朋公司）签订编号为4600573442011020001号借款合同、
编 号 为 4610201201100000086 号 借 款 合 同 、编 号 为
4620201301100000008 号 借 款 合 同 、 编 号 为

4620201401100000043号借款合同项下债权及其对应的抵押、保
证等担保权益转让给我司。现因东朋公司债权到期，我司现依法
通知东朋公司及保证人于2015年6月23日前，向我司偿还欠款人
民币409769286.61元（大写：肆亿零玖佰柒拾陆万玖仟贰佰捌拾
陆元陆角壹分），否则我司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特此通知。
三亚城市发展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9日
联系人：谢素贤 联系电话：88363856
公司地址：三亚市解放三路工商银行五楼

据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记者吴
书光 姚友明）19日是端午节假期之前
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中国足协于17时
25分陆续发布了针对山东鲁能队主教
练库卡等人的处罚决定，其中库卡被禁
止进入中国足协举办比赛的替补席7
个月，并被罚款14万元。

据了解，中国足协作出此次处罚共
召开了两次听证会，分别是6月9日与
16日。这次鲁能被处罚的共有5人，分
别是主教练库卡，库卡的弟弟、助理教
练斯蒂瓦以及俱乐部官员王连成，球员
李松益和邵璞亮。

中国足协官网发布的处罚决定落
款时间显示为6月16日，但直到19日
的赛前发布会之前才公布。

处罚决定指出，由于对裁判员的判
罚和行为不满，在比赛过程中和比赛结
束后，鲁能主帅库卡多次指责、辱骂、拉
拽裁判员，并在比赛结束后，在球员通

道内参与殴打第一助理裁判，造成恶劣
的社会影响。库卡因此被禁止进入中
国足协举办比赛的替补席7个月，时间
从 2015 年 6 月 6 日到 2016 年 1 月 5
日。这意味着，库卡将无缘本赛季中超
后半程及足协杯的比赛。

斯蒂瓦得到的处罚更重。决定指
出，由于对裁判员判罚和行为不满，赛
后在场内和球员通道内殴打第一助理
裁判，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斯蒂瓦因此
被禁赛9个月，从2015年 6月 6日到
2016年3月5日，并被罚款18万元。

鲁能俱乐部官员王连成赛后在场
内拉拽、击打第一助理裁判，造成不良
社会影响，被禁止进入2015年中超联
赛的体育场8场，罚款4万元。

鲁能队还有两名球员受到处罚。
后卫李松益因赛后在场内指责、辱骂、
推击第一助理裁判，造成不良社会影
响，被禁止参加 2015 年中超联赛 10

场，罚款5万元。门将邵璞亮由于在球
员通道内参与殴打第一助理裁判，被禁
赛4个月，从2015年6月6日到10月5
日，罚款8万元。

处罚缘起足坛罕见的主教练被助
理裁判击打事件。6月4日晚的中超第
13轮，山东鲁能客场2：2战平贵州人
和。比赛中鲁能一粒任意球进球被吹
越位，鲁能球员与边裁沟通。网上流传
的视频显示，赛后鲁能球员继续与助理
裁判理论，队长蒿俊闵被出示第二张黄
牌。此后，鲁能方面与助理裁判继续沟
通。推搡中，这名裁判挥拳打向与其沟
通的库卡，库卡受伤后被人拉住，随后
这位裁判摔倒在地。

处罚决定指出，第一助理裁判詹炜
赛后在场内击打鲁能主教练库卡，造成
恶劣的社会影响，被停止参加中国足协
举办比赛的裁判工作12个月，时间从
2015年6月6日至2016年6月5日。

6月20日晚，中超第14轮上演广州
恒大客场战山东鲁能。这无疑是本轮最
受关注的焦点大战，甚至是本赛季迄今
最具看点和轰动性的比赛，在赛场内外，
此战都有刺激的戏码。

此战是名副其实的榜首大战，两队已
经连续两轮同分领跑积分榜，因为对排名
规则的不同解读，在不同版本的积分榜中
两队排名不同，有的排鲁能第一，有的坚
持恒大才是老大。如果此战分出胜负，胜
队很可能名正言顺地当上第一；如果战
平，北京国安有可能渔人得利登上榜首。

此战还因为两位巴西名帅的较量而
更具话题和看点。恒大在间歇期换帅，
前巴西国家队主帅斯科拉里取代卡纳瓦
罗，这位在巴西世界杯中创下耻辱比分
的过气名帅在欧美足坛已无人问津，恒
大请他来会不会是一招“臭棋”？而库卡
因为上一轮“袭裁事件”后处于舆论的漩
涡。19日，中国足协开出重磅罚单：库
卡被禁赛7个月。虽然此战库卡不能进
入赛场指挥，但遥控比赛的办法有的是。

鲁能还有两名球员被罚停赛，不过，
此两人非主力队员。此外，蒿俊闵因累
积黄牌此战确定停赛，洋枪塔尔德利正
在征战美洲杯。恒大方面也人员不整，

埃尔克森、张琳芃、金英权等主力继续养
伤，郑智停赛。此外，受国家队比赛的影
响，恒大队员的状态如何是个问号。双
方当前各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进一
步提升了此战的看点。此战也是考验双
方替补阵容的硬仗。

前13轮战罢，鲁能与恒大均积26分
齐头并进。两队在攻防能力、得失球比
拼方面，仍有区别：恒大进33球失球15
个，净胜球18个；而鲁能打进30球失球
18个，净胜为12个，两队的进球数量在
中超所有球队中排名前两位。本赛季迄
今鲁能7个主场战绩为5胜2负，打入17
球失7球。恒大在前13轮只打了3个客

场，战绩为2胜1负，打入6球失3球。两
队在中超历史上有过12次交锋，鲁能的
成绩单相当的尴尬：0胜8平4负，无一胜
绩。不过，自2011赛季以来，鲁能与恒
大之间的8场较量中有5次打成平局，其
中上赛季两队主客场均握手言和。此战
鲁能能否改写不胜恒大的历史？

斯科拉里的中超首秀就遇上劲敌，他
必须尽快适应角色调动全部的能量。斯
科拉里赛前也表示，将排出当下最强阵容
力争击败鲁能。有趣的是，斯科拉里与库
卡在巴甲联赛中有过6次交手，斯科拉里
1平5负未尝胜绩，不知道他能否在中超
改写不胜库卡的尴尬？ ■ 林永成

中超第14轮今晚上演榜首大战

恒大战鲁能，里外都有戏

中国足协开出重磅罚单

库卡被禁赛7个月罚14万元

山东鲁能VS广州恒大
CCTV-5今晚19：30直播

直播预告

6月19日，广州恒大新帅斯科拉
里（右）与教练组率领众将踩场训练，
备战与鲁能的榜首大战。 小新发

中超第14轮首战

上港5：3亚泰
6月 19日晚，中超联

赛第14轮进行首场比赛，
上海上港主场以5：3战胜
长春亚泰，终结 4 轮不
胜。图为上港外援达维进
球后亲吻手臂庆祝。

小新发

北京时间6月20日上午，2015年
美洲杯A组将进行最后一场比赛，由东
道主智利队对阵玻利维亚队。前两轮
战罢两队战绩同为1胜1平积4分，此
场获胜的球队将以小组头名出线。

智利应该是从未夺过美洲杯的南
美球队中最强的，而此番主场作战的他
们迎来夺冠改写历史的良机。在夺冠赔
率上智利仅次于阿根廷、巴西双雄名列
第三。目前这支智利队拥有桑切斯、比
达尔、梅德尔和布拉沃等一干悍将，正处

于鼎盛时期。本届美洲杯开赛后，智利
队首战2：0完胜厄瓜多尔，次战却艰难
地与墨西哥队战成3：3平，状态似乎并
不是很稳定。不过东道主依然掌握出线
的主动权，本轮获胜将以小组第一出线，
就算战平获得小组头名的机会也很大。

玻利维亚足球史上几乎所有的伟
大成就都是依靠高原主场取得的，一旦
到了低海拔地区，这头高原雄鹰通常就
任人宰割了。但此次美洲杯小组赛一开
始玻利维亚却让人吃了一惊，他们首战

逼平墨西哥，次战3：2力克厄瓜多尔，这
是他们在近6次参加美洲杯中获得的首
胜。目前在积分榜上玻利维亚与智利并
驾齐驱，晋级复赛的希望很大。目前效
力于长春亚泰的前锋莫雷诺状态不错，
上一场比赛一传一射立下头功，本场比
赛他仍会是玻利维亚的头号攻击点。

智利队则遇到些麻烦，中场大将比
达尔本周二酒后驾车酿成车祸并被拘
留，尽管后来比达尔获释并且智利足协
已表态不会将他除名，但这段插曲无疑
会对比达尔及智利队带来负面影响。
尤文图斯中场是否会在本战出场都是
疑问。另外智利头号球星桑切斯日前
在训练中感到右腿疼痛，目前还不清楚
具体伤势。 ■ 林永成

美洲杯前瞻

智利玻利维亚争头名

据新华社加拿大埃德蒙顿6月18
日电（新华社记者岳东兴 马邦杰）距离
与喀麦隆队的世界杯16强战还有两天，
中国女足对这支非洲新军已进行了细
致研究。女足将士们在18日的训练中
表示，要通过整体配合压制对手，防守
上要注意协防。

18日下午，中国女足进行了重返故
地埃德蒙顿后的第二次训练，训练于下
午5点在克拉克训练场开始。打满三场
小组赛的中后卫赵容介绍，全队这些天
看了录像，认真分析了喀麦隆队。她
说：“她们属于个人能力都比较强，踢球
很随意的一支球队。要注意她们的一
过一，就是她们一些喜欢盘带的球员，
我们一对一协防要注意保护好。”

赵容与队中很多球员一样，按照主
教练郝伟的要求，都要胜任一到两个不
同的位置。谈到自己曾打过的前锋位
置时，她说：“打完前锋再打中后卫，会
了解前锋一些习惯性跑位、动作，可能
对预判是很好的积累。”

对于非洲球员速度快的特点，赵容
说全队已有研究。“我觉得防守时三条
线距离的保持、协防很重要。一个人去
限制，一个去注意保护的距离。”她同时

表示，踢完三场小组赛，队员们应该会
有一点疲劳，但由于大家对淘汰赛更加
期待，所以体能上“全队恢复挺好的”。

右前卫韩鹏也透漏，这几天休息
时，全队已把喀麦隆比赛（录像）“看了
好几遍了”。对于如何压制对手的优
势，她说：“我们主要还是通过整体，多
一些配合，不要个人对个人。我们的优
势在整体，用我们的优势对付她们。”在
谈到两队压力的话题时，这个突破犀利
的边路好手说，“尽力去拼，我们不是来
玩的”。

训练场外，一位在现场“零距离”观
看过喀麦隆比赛的加拿大小伙子，在与
记者攀谈中，还热心地提出了供中国队
注意的战术细节。

“她们7号球员（翁圭内）冲刺能力超
强，感觉从你眼前一下就‘闪’过去了，非
常快，让人目瞪口呆，进了一个球，一定
要小心。另一点，喀麦隆的高位逼抢非
常坚决，集体前压，防线压得很上，很强
悍，要有应对准备。”这便是他总结的喀
麦隆队最具威胁的两个特点。他同时表
示，自己是加拿大球迷，看过揭幕战东道
主1：0击败中国队的比赛，他认为“中国
队具备击败喀麦隆的实力”。

中国女足谈备战喀麦隆：

打整体 注意协防

海口小学幼儿园
国象联赛结束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星艺装饰杯”海口市
第七届小学、幼儿园国际象棋联赛近日在海口市
第十一小学结束，来自海口多所小学和幼儿园的
500多名象棋小选手参与比赛。

比赛按年级和男女分为12个组别，采用国家
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规则执行。共赛七轮，各组
别奖励前8名。获得各组别冠军的分别是王子
恒、李孜瑾、朱奕涛、甘诗阳、赵悦霖、周梦琳、邹辰
扬、曾晓谦、梁定一、李玉欣和朱泓瑞。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教育局、海口市文体局、共
青团海口市委主办。旨在进一步推动海口市国际
象棋的普及和提高，丰富海口市青少年学生的文
体生活，同时为今年8月份在海口市举办全国国
际象棋学校锦标赛选拔人才。

美洲杯小组赛C组
秘鲁胜委内瑞拉

北京时间6月 19日，在
智利瓦尔帕莱索进行的美洲
杯足球赛小组赛C组比赛
中，秘鲁队以1：0战胜委内瑞
拉队。图为秘鲁队球员皮萨
罗（左）与委内瑞拉队球员罗
萨莱斯拼抢。 新华社发

詹皇勒夫跳出合同
或签短约留守骑士

本报讯 北京时间6月19日消息，骑士总决
赛折戟沉沙，球队的目标暂时从赛场离开，转移到
球队最重要的球员身上。据CBS报道，骑士总经
理格里芬声称詹姆斯和勒夫都会跳出最后一年的
合同。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离开，两人仍可能
都留在骑士。

詹姆斯到骑士后，签的本来就是两年的短约，
执行完一年之后，今年夏天可以选择跳出。勒夫
则是在湖人时签下的四年合同，夏天也有选择跳
出权。

众所周知，由于新的电视合约，从 2016-
2017赛季起，NBA球员工资将大涨，到时巨星年
薪3000万元成为常态。如果詹姆斯现在续下一
份长约，那将错过如此良机。

精明的詹姆斯以及他的经纪人显然早有打
算。不过他选择跳出合同，也不是要离开骑士，而
是很可能签一份短约，明年再跳出合同，就可以开
始谈一份肥约了。 （吴哥）

6月19日，丁俊晖在比赛中。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