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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四飘落 独放一津花

美洲杯足球赛

阿根廷大胜进决赛

温网公开赛

据新华社智利康塞普西翁 6 月 30 日电（记者
赵焱）世界亚军阿根廷队 30 日在美洲杯足球赛第
二场半决赛中以 6：1 大胜巴拉圭队，获得与智利
队争夺冠军的机会。
第 15 分钟，
阿根廷队获得任意球机会，
球队灵
魂梅西主罚，
刚得到一张黄牌的罗霍禁区内接球，
一
个半转身为阿根廷队力拔头筹。第 27 分钟梅西再
次传出好球，
帕斯托雷接球为阿根廷队攻入第二球。
两球在手的阿根廷队此后有些放松。第 43
分钟，阿根廷后卫配合失误，巴拉圭队的巴尔德斯
在禁区前得球，将球传给换上场不久的恒大旧将
巴里奥斯，
后者抓住机会为巴拉圭队扳回一球。
下半场开场仅 8 分钟时间，
阿根廷的迪马利亚
两度攻破巴拉圭队大门。第 83 分钟时，阿圭罗接
迪马利亚传球头球破门，
将比分扩大至 5：
1。替补
上场的伊瓜因又在第86 分钟锦上添花。
阿根廷队将在 7 月 4 日的决赛中与东道主智
利队一决胜负。

段莹莹爆冷击败去年亚军 取得大满贯正赛首胜
据新华社伦敦 6 月 30 日电（记者王
子江）来自天津队的中国选手段莹莹当
地时间 30 日在温布尔登公开赛女单首
轮比赛中，直落两盘爆冷击败去年的亚
军、加拿大选手布沙尔，首次参加温网正
赛就闯入第二轮。这也是段莹莹在大满
贯单打正赛的首场胜利。
本届温网共有 5 名中国金花参加单
打比赛。第一天比赛三名中国金花全部
首轮出局，第二天比赛郑赛赛也出局，段
莹莹因此成为唯一进入第二轮的中国球
员。26 岁的段莹莹来自天津队，世界排
名第 117 位，2013 年她曾获得温网正赛
资格，但因与全运会冲突选择退赛。身
高 1 米 86 的她今年从资格赛打起，三轮
比赛中一盘未失，
终于闯入正赛。
21 岁的布沙尔去年意外闯入温网

决赛，最后不敌捷克名将科维托娃获得
亚军。但她本赛季状态平平，在草地热
身赛上只赢得一场胜利，最好的成绩也
只是在澳网闯入 8 强。
比赛开始后，布沙尔先声夺人，在首
局就实现破发，随后保发以 2：0 领先，段
莹莹顽强保住发球局，并回破对手将比
分扳成 2：2。之后段莹莹一度以 3：2 和
5：4 领先，但布沙尔关键时刻表现顽强，
将比分拖入抢七局。段莹莹最后以 7：3
获胜，
获得第一盘的胜利。
第二盘比赛，段莹莹打得更有信心，
虽然对手曾以 3：2 领先，但她以强有力
的发球和进攻以 6：4 获胜，取得了个人
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场胜利。
“这是我最重要的一场胜利，”段莹
莹说。的确如此。她此前曾参加过两次

迪米特洛夫 3：
0 约翰逊
加斯奎特 3：
0 斯奇佩尔
托米奇 3：
0 希伯特

恒大拟登陆
“新三板”
段莹莹在比赛中反拍回球。 新华社发

男单
第二轮

温网速递

德约科维奇 3：
0 涅米宁

澳网和两次美网，但都在第一轮出局。
而且在此之前，她也从未击败过世界排
名前 100 位的球员。
2013 年 5 月，段莹莹的世界排名达
到生涯最高的 104 位，她因此获得了直
接参加当年温网的机会，但是因为与全
运会的比赛冲突，她放弃了这次大赛的
机会。今年由于排名降到 117 位，她只
能参加预选赛争取正赛名额，结果她以
三轮资格赛未失一盘的佳绩晋级正赛。
想起两年前的选择，段莹莹比较淡
定：
“天津队培养了我，全运会四年一届，
我不可能放弃队里的任务。”
由于参加温网单打比赛的其他 4 名
中国选手都已出局，段莹莹下一轮与世
界排名 78 位的德国选手玛利亚的比赛
更值得中国球迷期待。

莎拉波娃 2：
0 霍根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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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斯 2：0 萨斯科维奇

据新华社哈尔滨 7 月 1 日电（记者王子辰）据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审查信息公开”1 日
信息显示，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
司拟挂牌登陆。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俗 称“ 新 三
板”
）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
所。据《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券商推荐报告》显示，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恒大淘宝就其
股份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
开转让事宜经过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批准，并
向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了挂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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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1.45亿美元
浓眉哥续约鹈鹕

两颗“超新星”坍缩了？
■ 阿成

北京时间7月1日晚，
在温网男单第二
轮比赛中，
头号种子塞尔维亚选手德约科
维奇以3：
0战胜芬兰选手涅米宁，
进入第三
轮。图为小德在比赛中回球。 新华社发

但力有不逮失误也大大增加。
有一点是相同的，哈勒普和布沙尔
都是靠相持球靠体能磨到最终胜利的
球手，如果不能保持足够的训练量储备
体能，如果失去打持久战的毅力和耐
心，战绩下滑就难以避免。不进则退，
职业赛场就是这么残酷。
天文学中说超新星爆发释放耀眼
的光芒后，就会逐渐衰减变为不可见，
坍缩为中子星或黑
洞。哈勒普和布沙尔
还 年 轻 ，还 有 机 会 卷
土重来。此次下滑是
否坍缩？就看她们的
努力和造化了。

■ 女足世界杯半决赛前瞻

女足世界杯

美国挺进决赛
据新华社加拿大蒙特利尔 6 月 30 日
电（记者岳东兴 王浩明）美国队 30 日晚
在酷似主场的热烈氛围中踢出行云流水
的攻势足球，
以2：
0将
“德国战车”
掀翻，
气
势逼人地闯入加拿大女足世界杯决赛。
第 60 分钟，美国中后卫约翰斯顿在
禁区内拉人犯规，德国获得金子般的点
球机会。然而，主罚的前锋萨基奇将球
踢偏，
错失了改变全场胜负的走向。
大难不死的美国队此后攻势一浪
高过一浪。第 67 分钟，德国中后卫克拉
恩被判禁区内冲撞犯规，这次轮到美国
球员罚点球，前锋劳埃德一脚推射将球
踢入右上角。不过这一球有争议，慢镜
回放显示，
德国队犯规是在禁区外。
终场前 6 分钟，美国队进攻核心劳
埃德左路内切，小禁区送出传中球，队
友奥哈拉在中路飞身抢点将球捅入球
门，
进一步确保了美国队的获胜。

但这两颗“超新星”状态下滑的原
因却不相同。从各种报道来看，布沙尔
的下滑主要是被场外的事情分心。小
甜心布沙尔成名后，很快成为商家的宠
儿，而她似乎也不再像以往那样全身心
专注于训练场和赛场。近期我们经常
看到布沙尔输球消息的同时，还经常读
到她在场外的各种负面新闻。哈勒普
倒没有负面新闻传出，她还是能专注于
球场的，也很努力能吃苦，早年为了网
球手术缩胸的惊人之举已表明了她要
冲击顶峰的雄心。哈勒普的问题应该
出自技战术方面，近期她似乎在稳与凶
之间摇摆，她似乎有意改变以往稳健耐
磨的球风，想打得更凶猛更有侵略性，

大侃台

小德晋级第三轮

温网首轮整体战况平稳，但也偶有
冷门发生。最大的冷门出在女单赛场，
北京时间 7 月 1 日凌晨，3 号种子、去年
温网四强选手哈勒普爆冷出局；几乎同
时，去年亚军、12 号种子布沙尔负于中
国金花、
资格赛选手段莹莹。
女单赛场前一日也有种子选手落
马，9 号种子纳瓦罗吞蛋出局。不过，纳
瓦罗的出局并没有制造多大轰动，这位
西班牙单反选手可称巡回赛的老将了，
战绩起起落落，最近突然冒升，但这远
不能说明她能在前十号种子中立足。
哈勒普和布沙尔则不同，她们近两年一

直处于热门球手的行列，被视为 WTA
未来接班人，甚至是有潜力成为新一代
球后的
“超新星”。
有趣的是，这两颗被人寄予厚望的
“超新星”，在毫无征兆之下本赛季一齐
步入下滑的轨道，近期甚至输得有点惨
不忍睹。三个星期前结束的法网，哈勒
普被列为夺冠大热门，但第二轮出局；
本届温网哈勒普有意低调，没想到首轮
出局输得更惨。布沙尔状态下滑得更
厉害，近期多项比赛一轮游，近 12 场比
赛输了 10 场。段莹莹抽到去年亚军似
乎签运不佳，但关注女子网坛动态的球
迷恐怕都会想到，莹莹赢球夺得大满贯
正赛首胜的机会来了。

卫冕冠军能否降伏黑马？

美国女足球员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7 月 2 日上午，女足世界杯第二场
半决赛开踢，由卫冕冠军日本队对阵本
届杯赛的黑马英格兰队。至今保持全
胜战绩的卫冕冠军，能否终止黑马狂奔
的势头？
日本队是本届杯赛唯一一支至今
保持全胜的队伍。但日本队的佳绩，不
得不说受益于本届杯赛的分组和赛程
安排。在小组赛中，日本队所处的 C 组
实力最弱，其他 3 支球队都是第一次跻
身世界杯决赛圈的“菜鸟”。日本队兵
不血刃地以头名晋级 16 强后，淘汰赛又
进入整体实力明显偏弱的下半区，该区
最高世界排名就是位居第四的日本
队。来到半决赛，日本队的对手英格兰
队，实力也远逊于在另一场半决赛中
“血拼”的德国队和美国队。
当然，赛程有利是一方面，能抓住

机会证明了日本队的实力。虽然夺得
上届杯赛冠军后，日本队的整体实力有
所下滑，但这支球队仍然保持了控球能
力强、整体配合默契和善于把握门前机
会等特点。
英格兰队在本届杯赛中渐入佳
境。她们在小组赛中负于法国以第二
名身份进入 16 强，但在 1/8 决赛中，英
格兰队力克老牌劲旅挪威队进入 8 强，
这也是该队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首
场胜利。1/4 决赛，又淘汰东道主实现
了打入世界杯 4 强的历史性突破。
但英格兰队战胜加拿大队晋级四
强，多少有运气成分，两个进球均是对
手失误送出“大礼”。半决赛面对组织
严密、打法严谨的日本队，英格兰队恐
怕难有
“检漏”的运气了。
■ 林永成

本报讯 北京时间 7 月 1 日消息，据《雅虎体
育》报道，2015 年 NBA 自由球员市场正式拉开大
幕，而本赛季第一笔签约已经达成，新奥尔良鹈鹕
已经与“浓眉哥”安东尼·戴维斯达成了为期 5 年、
价值超过 1.45 亿美元的续约协议。
联盟消息人士透露，鹈鹕全明星前锋安东
尼·戴维斯已经与球队达成了五年顶薪的合同，其
总价可能超过 1.45 亿美元。消息人士补充透露，
该合同在四年后将具备球员选项，即戴维斯可以
选择在第五年跳出合同成为自由球员。
戴维斯是 2012 年的状元秀，
他的合同在 2016
年夏天才会到期，不过鹈鹕显然不想夜长梦多，早
点把浓眉留住才是王道。现在与戴维斯续约，
也就
保证了戴维斯将不会在明年进入自由球员市场。
戴维斯今年 22 岁，本赛季场均得到 24.4 分
10.2 个篮板 2.9 封盖，是联盟唯一 PER 值超过 30
的球员。本赛季浓眉哥带领鹈鹕在 2011 年以后
首次杀进季后赛。在联盟常规赛 MVP 评选中，
戴维斯位列第五。
（咕哒）

全国业余围棋公开赛
昨在海口开赛
本报海口 7 月 1 日讯（记者王黎刚）
“国际旅
游岛杯”全国业余围棋公开赛今天在海南鸿运大
酒店开赛。
来自全国各地近百名业余围棋高手报名参加
本届比赛，
其中有曾获业余围棋世界冠军头衔的三
大
“天王”
白宝祥、马天放、胡煜清，
2 名台湾籍棋手
也前来参加本次比赛。本届比赛赛程 5 天，共赛 9
轮，采用积分循环赛制，每名棋手限时 90 分钟，超
时判负。设团体名次奖前六名、个人名次奖前 30
名，海南省最好成绩奖前 6 名、大龄最好成绩奖 6
名，
奖金总额 20 万元。个人冠军奖金为 6 万元，
亚
军奖金为3 万元。团体冠军奖金为5000 元。
本届公开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
心、中国围棋协会、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海口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海南省围棋协会、海南
星合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海口市电视台、
海南鸿运大酒店协办。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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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决定将海口市滨涯 其竞买资格。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 2015 年 7 月 27 日
路南侧一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拍卖方式出让，现就有关事项 16:00 整（北京时间）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
公告如下：
地交易大厅举办。
一、拍卖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拍卖出让地块位于海口市滨
七、其它事项：1、拍卖宗地条件：以宗地外六通、宗地内土地不平
涯路南侧，用地面积 22758.87 平方米（合 34.14 亩），土地用途为城镇 整的现状条件出让；2、竞买人取得竞买资格后须进行一次以上的有效
住宅用地，土地出让年期为 70 年。
报价，否则没收保证金。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成交
根据海规函[2014]566 号文规定：该地的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 确认书》10 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地，容积率≤3.0，建筑密度≤15%，建筑限高≤80 米，绿地率≥40%，其 其缴交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为土地出让合同价款，其中成交价总额的
他规划设计要求均依照市规划局海规函[2014]566 号。
10%为合同定金。受让人应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
拍卖起叫价：
人民币 4057.29 元/平方米。
自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 30 天内一次性付清土
二、
竞买人资格：
该宗地仅限于建设海秀快速路项目安置房。因涉 地出让价款；3、交地时间及条件：交地时间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及安置房的建设、
资金周转和缴费时间等问题，
竞买人设定为国有企业。 让合同》约定为准，按现状条件交地，土地出让金缴清后受让人凭土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取“限房价、竞地价”的 出让金缴交凭证及完税证明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4、受让人自交地
方式拍卖土地。建成后政府按照建筑面积进行回购，回购价格按不高 之日起一年内动工开发，自动工之日起三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
于 4776.00 元/平方米，土地拍卖价格下限为 4057.29 元/平方米（即“竞 安置房建成后根据区政府的安置方案由政府回购，回购价格不得高于
地价”的起拍价）。竞买者对土地价格进行竞价，以最高报价者为竞得 4776.00 元/平方米。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
人。
全、交通管理和设计等应符合国家、海南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5、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
拍卖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八、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手册》，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2 号窗口查询，凭有效证件索取《国有建设用地 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使用权拍卖出让手册》，并按拍卖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九、
联系方式
报名时间：2015 年 7 月 8 日至 2015 年 7 月 22 日 16:00 整（北京时
联系单位：
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间）。
咨询电话：
（0898）68531700 65303602
五、竞买保证金：竞买人应在报名之前缴交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网上查询：
www.landchina.com
www.ggzy.hi.gov.cn
2770.18 万元。
www.hnlmmarket.com
六、资格确认、拍卖时间及地点：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15 年 7 月 24 日 16:00 时前确认
2015 年 7 月 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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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决定将位于海口市金 16:00 整（北京时间）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
牛路西侧 11287.17 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拍卖方式出让，现 地交易大厅举办。
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七、其它事项：1、拍卖宗地条件：以宗地外六通、宗地内土地不平
一、拍卖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拍卖出让宗地位于海口市金 整的现状条件出让；2、竞买人取得竞买资格后须进行一次以上的有效
牛路南侧，面积 11287.17 平方米（合 16.93 亩），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 报价。否则没收保证金。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签订
用地，土地出让年期为 70 年。根据海规函[2014]566 号文规定：该地 《成交确认书》10 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的用地性质为商住用地（住宅占比 85%、商业占比 15%），容积率≤3.5， 同》，其缴交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为土地出让合同价款，其中成交价总
建筑密度≤30%，建筑限高≤80 米，绿化率≥30%，其他规划设计要求 额的 10%为合同定金。受让人应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均依照市规划局海规函 [2014] 566 号文执行。拍卖起叫价：4522.00 约定，自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 30 天内一次性付
元/平方米。
清土地出让价款；3、交地时间及条件：交地时间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二、
竞买人资格：
该宗地仅限于建设海秀快速路项目安置房。因涉 权出让合同》约定为准，按现状条件交地，土地出让金缴清后，受让人
及安置房的建设、
资金周转和交房时间等问题，
竞买人设定为国有企业。 凭土地出让金缴交凭证及完税证明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4、受让人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取“限房价、竞地价”的 自交地之日起一年内动工开发，自动工之日起三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
方式拍卖土地。建成后政府按照建筑面积进行回购，回购价格不高于 建设。安置房建成后根据区政府的安置方案由政府回购，回购价格不
4776.00 元/平方米，土地拍卖价格下限为 4522.00 元/平方米（即“竞地 得高于 4776.00 元/平方米。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
价”的起拍价）。竞买者对土地价格进行竞价，以最高报价者为竞得 防安全、交通管理和设计施工等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
人。
管理规定；5、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拍卖交易服务费按规定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收取。
（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八、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手册》，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2 号窗口查询，凭有效证件索取《国有建设用地 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使用权拍卖出让手册》，
并按拍卖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
九、联系方式
时间：
2015 年 7 月 8 日至 2015 年 7 月 22 日 16:00 整（北京时间）。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五、竞买保证金：竞买人应在报名之前缴交竞买保证金 1531.22 万
咨询电话：
（0898）68531700 65303602
元人民币。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www.ggzy.hi.gov.cn
六、资格确认、拍卖时间及地点：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
www.hnlmmarket.com
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15 年 7 月 24 日 16:00 时前确认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其竞买资格。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 2015 年 7 月 27 日
2015 年 7 月 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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