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5日，2018俄罗斯世界杯
预选赛亚洲区第三阶段（12强赛）A组
迎来第10轮也是最后一轮角逐。在多
哈国际体育场，中国队在先丢一球的
情况下，由肖智和武磊连进两球，以2：
1逆转卡塔尔队。遗憾的是，国足小组
排名第五，无缘附加赛。

12 强赛战罢，积 22 分的伊朗
队与积 15 分的韩国队携手晋级世
界杯。叙利亚和乌兹别克斯坦队
同积 13 分，但叙利亚因净胜球占
优，从而获得与B组第三球队打附
加赛的机会。中国队积 12 分排名
A 组第五，结束了本次 12 强赛的
全部征程。

9轮战罢，A组的晋级形势依旧

扑朔迷离，除了已锁定小组头名身份
晋级的伊朗和被提前淘汰的卡塔尔，
剩下四队都保留着晋级世界杯的希
望。中国队上轮在主场1：0小胜乌兹
别克斯坦队，延续了晋级的一线希
望。但中国队想要以小组第三身份晋
级附加赛，末轮不仅要在客场战胜卡
塔尔队，还必须要叙利亚队和乌兹别
克斯坦队同时输球，并且中国队在净
胜球方面还能反超这两个竞争对手。
虽然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中，但中国队
唯有放手一搏。

上半时比赛两队以0：0结束。
易边再战，中国队主帅里皮用姜

至鹏换下任航，改打三中卫阵型。然
而刚刚变阵的中国队就遭受打击。第

47分钟，卡塔尔队在前场打出流畅配
合，莫埃斯禁区内横敲，阿费夫推射空
门命中，中国队0：1落后。

中国队随后大举压进，第74分
钟，武磊由后场将球带出危险区后转
移球送至左路，姜至鹏得球后送出一
记平快传中球，肖智门前铲射破门，中
国队将比分扳为1：1。

第80分钟，阿费夫已经形成了单
刀机会，郑智禁区前沿被迫战术犯规，
被主裁判直接红牌罚下。第83分钟，
蒿俊闵与武磊打出撞墙配合后下底传
中，对方后卫解围不远，武磊点球点附
近迎球劲射破门，少一人作战的中国
队以2：1反超了比分。最终，中国队以
2：1逆转卡塔尔队。 （小胡）

乌兹别克0：0韩国
伊朗2：2叙利亚
（伊朗、韩国直接出线，叙利亚将踢附加赛）

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第10轮战报）

伊拉克 1：0阿联酋
澳大利亚2：1泰国A组 B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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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
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属境
外机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
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
《营业执照》。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
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加竞买者可于
2017年9月15日至2017年10月9日17:00到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五指山市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文件》，并按文件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挂牌
出让文件所载内容亦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报名期限：2017年9月15
日上午8:30时至2017年10月9日下午17:00（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
账为准）。五、竞买保证金：竞买人必须按照规定分别提交竞买保证金。
申请人在提交竞买申请前将保证金存入五指山市国土资源局指定账
户（以入账时间为准）。开户单位：五指山市财政局财政性资金 开户银
行：建行五指山支行 银行账号：46001006036050001430-0008
竞买成交后，竞得人的竞买保证金转作履行土地出让合同的定金，并

可抵作土地出让金。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
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在2017年10月9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
格。七、挂牌时间及地点：挂牌起始时间：2017年9月26日9:00 挂
牌截止时间：2017年10月11日15:30 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
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八、其他事项：（一）本次
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等其他
方式报价。（二）按正常工作时间（上午8:30-12:00，下午14:30-17:
00）受理申请报名手续，节假日除外。（三）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
间。（四）本次挂牌出让成交价款不包括有关税费，竞得人须按有关规
定缴纳有关税费。(五)该宗土地按现状出让，地上地下电线路、光缆的
迁移费用由受让方负责。九、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告为
准。十、咨询方式：咨询电话：0898-86630997 65303602 联 系
人：黄先生 联系地址：五指山市爱民路政府综合楼四楼 查询网址：
http://www.landchina.com/(中国土地市场网) http://www.
ggzy.hi.gov.cn/ http://www.hnlnmarket.com/

五指山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9月6日

五指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五土资告字〔2017〕4号

地块编号
WZSJS-2017-65-1
WZSJS-2017-65-2

土地位置
五指山市番阳镇开示二村西侧
五指山市番阳镇开示二村西侧

用地面积（平方米）
3333
4779.2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容积率
≤0.8
≤0.8

建筑密度（%）
≥35
≥35

绿地率（%）
≤35
≤35

建筑限高
≤12米
≤12米

出让年限
50年
50年

保证金
101万元
145万元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经五指山市人民政府批准，五指山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
牌方式出让编号为WZSJS-2017-65-1、2号两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具备良好支
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
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
发布之日起至2017年9月21日。

联系人：周先生、冼先生
联系电话：0898-66563181、66563178
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8号海口国际商业大厦1008室
邮编：57010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纪检监察部门）
0898-66563202(我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海南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898-66719286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
电话：0898-68563091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7年9月21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7年9月6日

资产名称

南华鞋厂土地及
地上建筑物权益

所在地

琼海市嘉积
南中沐浴坡

抵债金额

23,557,241.61

数量

土地：55157.62
建筑物：23131

单位

平方米

当前资产状况

在用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关于南华鞋厂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权益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下称我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拟共同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单位：元、平方米

2017年“我爱足球”中国民间争
霸赛（海南赛区）海选赛近日在海口
结束，在39支参赛队伍中，有3支来
自三亚的球队参赛。最终，三亚一中
队获得了亚军。最近两年，三亚市政
府狠抓校园足球，还聘请了北京的专
业足球教练执教校园足球队。

46所中小学成立校队

三亚五人制足球协会王江翰透露，
三亚市政府对于此次“我爱足球”五人
制足球赛十分关注。在比赛前3个月，
政府相关部门就组织球队着手备战。

这两年，三亚的校园足球开展的较
为红火。三亚一中队主教练何贤说，三
亚市教育局、文体局、足协制定了校园

足球发展的长期计划。通过举办校园
足球比赛，选拔三亚优秀的足球苗子进
行系统训练，并组队参加一些省内或
者全国性的比赛。今年5月，三亚校园
足球联赛吸引了46所中小学的80支
球队参赛，最小年龄组为10岁组。其
中，参加本次比赛娃娃组的两支队伍，
就是在三亚市校园联赛中选拔出来的。

三亚市教育局局长吴萍透露，新
学年开学后，三亚还将继续举办全市
性的校园足球联赛，比赛有可能增设

8岁组的比赛，让喜欢足球的小朋友
们有更多机会感受足球比赛氛围，并
从中发现有潜质的足球苗子。

三亚一中是三亚校园足球开展得
较好的学校。该校成立了初中组和高
中组两支球队，共50人。此外，三亚一
中还举行了校内足球联赛，分年级和班
级对抗。坚持开展校园足球让三亚一
中尝到了甜头，该队赢得了去年的“我
爱足球”五人制足球赛海南赛区冠军，
并在全国比赛中进入了8强。在今年

的省中学生足球赛初中组比赛中，三亚
一中队赢得了亚军。在今年省足协举
办的U系列比赛中，三亚的两支球队分
别夺得了U13的亚军和U15的冠军。

请职业教练执教“娃娃军”

在本次比赛娃娃组的较量中，三
亚队尽管没能进入前4名，但三亚队

“大手笔”聘请了一名高水平的专业教
练员执教，显示了他们发展足球的信

心。这个教练就是今年56岁的北京
人游和泉。游和泉曾执教北京市女子
足球队与八一女子足球队，并在2007
年受任前长春华信女足主教练一职，
也担任过前中甲湘涛U14梯队主教
练。这是他第一次来海南执教一支
10岁组的少年队。

游和泉来三亚执教不满两个月，
他认为，青训的成绩不是最重要的，只
要小球员们能把平时的训练水平表现
出来，球队的成绩差不了。在他看来，
三亚的足球少年具备了较强的爆发力
和灵敏度，只要狠抓技术，练好基本
功，多参加比赛增加球员的比赛经验，
三亚的足球青训一定能“做强、做大”。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三亚9月5日电）

省内比赛摘金夺银 聘请专业教练执教

三亚校园足球开始发力

本报天津9月5日电（记者林
永成）天津全运会高尔夫球赛今天
在天津盘山高尔夫球会收杆。海南
男队一度“触摸”到奖牌，但因为受
一次争议判罚的影响，最终名列第
六。海南女队今天发挥不佳，最终
名列第四。

前三轮海南男队落后第三名4
杆，尚有争夺奖牌的机会。本轮比
赛海南男队奋力追赶，但状态正佳
的海南男队主将金大星在第13洞
被判超时犯规，被罚掉一杆。最终
海南队本轮打出222杆，总成绩871

杆与辽宁队并列第六名。北京队以
846杆夺得金牌，广东队以852杆获
银牌，陕西队868杆获铜牌。

海南女队昨天暂列并列第
三。但在今天决定奖牌归属的最
后一轮比赛中，四名队员均陷入低
迷，个人最好杆数为超标准杆3杆
的75杆，全队本轮成绩为231杆。
最终海南女队总成绩为872杆，名
次跌至第四，距离第三名广东队16
杆之多。

帆船比赛今天进行第九轮和第
十轮角逐，海南有两对组合进入明

天的奖牌轮比赛。在女子
470级比赛中，海南选手黄
丽珠/冯慧敏在第十轮终于
夺得一次第一名。十轮战
罢，黄丽珠/冯慧敏总成绩
依然名列第五，与第三名的差距为
13分，在明天的奖牌轮中争夺奖牌
的难度很大。海南男子479级选手
陈勇/闻友健名列第十，搭上奖牌轮
的“末班车”。

在跆拳道男子-68公斤级比赛
中，海南队选手陈仕以18：26负于
黑龙江队选手孙祥，首轮出局。

关注天津全运会

今天的天津全运会高尔夫男子
团体赛结束后，海南男队队员在更
衣室抱头痛哭。

海南男队此次比赛是奔着奖牌
而来的，他们最终获得第六名。但海
南男队队员痛哭并非因为没能夺奖
牌，而是因为比赛过程中，队中主将
金大星被判超时（也称慢打），被罚掉
1杆。这个“慢打”判罚不仅使海南男
队损失一杆，金大星在随后的比赛中
情绪受到影响，比赛节奏被打乱，影
响了比赛成绩。海南男队队员认为

判罚不公，觉得受到了很大委屈。
金大星前三轮成绩为210杆，

是所有参赛球员的并列最好成绩。
本轮比赛前，海南男队落后第三名4
杆，还有争夺奖牌的希望。今天最
后一轮比赛，金大星与队友们铆足
了劲奋力追赶。而状态正佳的金大
星，再一次成为“抢分”的主力。

金大星打到第13洞时，以-2杆
的出色成绩为海南男队追回不少杆
数。此时金大星得知海南男队的排
名已从本轮开赛前的第五追至第

三，正当他精神大振准备向奖牌发
起最后冲击时，裁判上来说，他因为
超时被罚掉一杆。

“裁判跟我说，我慢了20多秒。
我很惊讶，不可能超时这么多的。”
现场有球童和不少观众也认为，金
大星的击球节奏看上去并不比同组
球员慢。

与裁判理论未果，金大星继续比
赛。但随后裁判还盯着他走了两三个
洞。金大星被罚杆的怨气还未消，此
后又被裁判“盯梢”，情绪和击球节奏

大受影响，最后5个洞掉了2杆，最终
本轮成绩为72杆平标准杆。“后5洞是
得分洞，我前三轮的成绩为-3、-1
和-2。当时我的感觉很好，如果不受
罚杆影响，完全可以再抓两三个鸟。”

海南男队最终落后第三名 4
杆。如果金大星不是受罚杆影响后5
洞掉了两杆，而是再抓两三个鸟，本
轮成绩就是-4或-5，海南男队就能
夺奖牌了。奖牌以这样一种方式“丢
失”，难怪海南男队员们会失声痛哭。

“高尔夫规则中有‘慢打’判罚

规则，目的是不影响同组和后面组
球员的比赛，保证比赛有序顺利进
行。但裁判对此规则的使用很谨慎
很人性化，职业赛场上很少出现‘慢
打’判罚。”海南男队员欧阳正说：

“关天朗在2013年美国大师赛被判
超时罚杆，当时引起热议，不少媒体
指责判罚太苛刻。这是1995年来
美巡赛第一个超时被罚的例子。在
国内巡回赛中，也很少出现‘慢打’
判罚的事情。” 本报记者 林永成

（本报天津9月5日电）

新华社东京9月5日电（记者严蕾）2017年
女排大冠军杯比赛5日在东京拉开帷幕。中国女
排在首轮较量中就遭遇宿敌美国队，经过激烈角
逐以3：1逆转。

美国女排此次出战阵容强大，包括拉尔森、
希尔、阿金拉德沃、亚当斯等名将。中国队开场
显然有些慢热，以18：25输掉第一局。但随后
三局中，中国队迅速找到状态，打出配合，以
25：18、25：14、25：17取胜。

中国队教练安家杰在赛后记者会上说，中国
队第一局失利后很快调整了状态，发挥出了攻击
力，尤其是老队员们发挥了稳定的作用，但是整支
队伍在拦网和处理球的细节方面还可以做得更
好。中国队将从与美国女排高对抗性的比赛中学
习经验，争取突破。

安家杰还对场外提供支持的郎平及教练
组其他成员表示感谢。他说，赛前教练组就对
场上可能出现的情况作了沟通，郎平教练也在
赛中给他一些提示，胜利来自于整个团队的共
同努力。

2017年女排大冠军杯9月5日至10日在日
本东京和名古屋举行，共有6支队伍参赛，采取单
循环赛制。除了中国女排外，其他五支参赛队伍
分别为在所在洲排名第一的美国女排、巴西女排、
俄罗斯女排以及持外卡参赛的韩国女排和东道主
日本女排。

女排大冠军杯逆转美国队

中国女排获开门红

5日，曾春蕾（上）在比赛中扣球。 新华社发

天津全运会高尔夫球赛收杆

海南女队获第四
海南选手陈仕（右）在跆拳道男

子-68公斤级比赛中。
本报记者 林永成 摄

海口举行10公里微马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爱海口·动起来”微马

赛10公里公益跑近日在海口白沙门公园举办，省
内500名业余跑友参加。

经过90分钟的角逐，本次微马赛决出男女名
次奖与段位奖，黄青叶以34分57秒的成绩获得
男子组第一名，张爽以41分36秒的成绩获得女
子组第一名。共有181名运动员获得段位奖。在
颁奖现场举行了微马赛幸运抽奖活动，为运动员
送出礼品。

据了解，本次微马赛还以微信朋友圈为平
台，展开“传递健康正能量——人人都是运动健
康明星！”集点赞活动，并设置人气奖项，包括家
庭总动员、十佳上镜玫瑰、十佳上镜先生、最佳
摄影奖等14个主题，通过朋友圈点赞数决出各
个人气奖项。

海口跑吧马拉松俱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
次微马赛每段都可以获奖，奖项设置更加丰富，避
免了因年龄、性别不同，却按照同一标准取名次的
不合理性，更适合全民马拉松运动的推广。

本次比赛由海口跑吧马拉松俱乐部主办，海
南世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海南向南飞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承办。

名次一度升至第三，最终名列第六

海南高球男队被“慢打”罚杆“拖”住了

尽管2：1力克卡塔尔，但奇迹没有出现

国足憾别俄罗斯世界杯

郜林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费纳两人离会师
美网半决赛仅一步

新华社纽约9月4日电（记者王集旻）在4日
进行的美国网球公开赛第四轮比赛里，现世界排
名第一的西班牙人纳达尔和瑞士的3号种子费德
勒均轻松战胜各自对手，闯入八强。由于费德勒
和纳达尔处于同一半区，两位天王距离会师半决
赛仅一步之遥。

当日费德勒对阵德国猛将科赫尔斯奇雷伯，
结果费德勒不费吹灰之力，以6：4、6：2和7：5获
胜，职业生涯12次碰面保持不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