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体育新闻 2018年1月3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王黎刚 美编：张昕B03 综合

广告

北辰海口西海岸项目一期B6903地块项目应用
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辰智置业有限公司拟建的北辰海口西海岸项目一期B6903地
块项目用地位于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长滨南九路西侧,设计方案
增设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经图审机构《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
方案复核表》(琼D太阳能核字[2017]013号）审查，可补偿建筑面积
745.43平方米，实际补偿建筑面积为651.84平方米。根据《海南省太阳
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
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1月3
日至1月16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网站（http://gh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
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
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规划建筑技术审查处，
邮编：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
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1 ，联系人：龙腾卓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月3日

海南省公路勘察设计院
水运专业人员招录方案

我院近期决定成立水运规划设计所，并招录以下人
员：

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4人。岗位要求：1、全日制大
学本科及以上学历；2、港口与航道工程相关专业；3、有3
年以上设计院或咨询单位工作经验；4、年龄40岁以下。

有意向者，请于2018年1月8日前将简历、身份证、
毕业证、学位证等证明材料发到我院邮箱：hn_2000@
163.com,其余注意事项，可登录我院官网查阅，网址：
http://www.hnhdi.com。

保亭县地方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应纳税额核定通知书

保亭地税第三分局核通[2018]001号
公司：保亭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460035747784990

因你公司自2016年1月份至今，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城镇土
地使用税的纳税申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
条例》第二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
条第五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七
条第四项之规定，你公司每年城镇土地使用税应纳税额为170664
元，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共欠缴城镇土地使用税额为426660
元，滞纳金将根据不同属期另行计征。

本通知于送达之日起执行。
你公司对本通知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对本通知不服，必须

先根据本通知规定的期限缴清税款、滞纳金或提供相应的纳税担
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起六
十日内，依法向保亭县地方税务局或保亭县保城镇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

保亭县地方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2018年1月2日

保亭县地方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保亭地税第三分局限改[2018]001号
公司：保亭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460035747784990

你公司自2015年9月份至今，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
申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第
一款之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规
定，责令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5日内至保亭县地方税务
局办税服务大厅办理纳税申报。逾期不改正的，本局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对你公司予以
行政处罚。

你公司对本通知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对本通知不服，可
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保亭县地方税务局或保亭
县保城镇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
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保亭县地方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2018年1月2日

从150名小球员中选人

2015年12月底，主教练贾飞在省足协和海南中学的
指导下，开始组建海南中学中海U12队。

他先从海口、三亚和琼海等地的校园足球苗子中圈定
了一个150人的大名单，每期选拔30人进行训练，一期练5
次，从中挑选足球综合素质较高的小球员。经过半年的集
训，2016年7月1日，14名12岁左右的海南籍小球员组成
了海中中海U12队。

2016年9月，海中中海队的小球员们就读海南中学初
一，每天下午5时30分放学后，进行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
时的训练。海南中学校长马向阳说，足球是海南中学的传
统体育项目，上世纪八十年代，海南中学曾向国家输送过多
名高水平后备人才。我们和省足协共建这支球队的目的在
于为海南培养高水平后备人才，传承海南中学的足球文化，
让孩子们在踢好足球的同时，还能学好文化课。

省足协主席吕建海说，由于历史原因，海南青训足球
2015年底才开始恢复，远落后于外省。省足协和海南中学
共建足球队是把校园足球和半专业足球结合起来，加快海
南青训足球发展 ，也为海南青训足球“趟出一条路”。

海南中学非常重视这支球队，该校专门选派了叶东作
为球队的助理教练。一旦球员外出比赛，耽误了课程，上晚
自习时，海中的老师都会给孩子开小灶补课。队员肖贻文
说，在海中中海队踢球，一点都不耽误学习，班主任非常关
心和支持我。海中的学习氛围非常好，尽管我的成绩一般，
但我有信心通过努力提高学习成绩。

在北京时间2017年12月30日
和2018年1月1日，利物浦队在英超
第21和22轮比赛中，先是以2：1逆
转击败莱斯特城，而后又以同样比分
补时绝杀伯恩利。

目前，利物浦落后排名第二的曼
联3分，领先少赛一场的阿森纳6分，
领先少赛两场的热刺7分。熬过“魔
鬼赛程”，红军占据联赛第四的有利

位置，但球员伤病、后防不稳、多线作
战等问题仍然可能让利物浦在联赛
前四的争夺中“掉链子”。

对阵伯恩利，“红军”教头克洛普
对首发名单做了7处调整。利物浦
球员萨拉赫和库蒂尼奥均因伤未能
随队出征。作为“红军”攻击线上最
有威胁的球员，萨拉赫在联赛贡献
17球和5次助攻，库蒂尼奥也有7球

和 6次助攻，如果两人因伤长期缺
阵，利物浦的进攻势必大打折扣。

对于时隔9年重返欧冠淘汰赛
的利物浦来说，击败葡萄牙球队波尔
图挺进8强是最务实的目标，至于能
否进入4强不必过分苛求。球队的
重心仍应放在联赛，毕竟只有最终跻
身联赛前四，才能确保下个赛季的欧
冠资格。 （据新华社电）

“魔鬼赛程”先逆转后绝杀

利物浦仍需全力争四

据新华社伦敦1月1日电 双核
缺阵的利物浦1日在客场以2：1战胜
伯恩利后，主教练克洛普赛后坚称，
尽管球衣赞助商近期引发了转会传
闻，但“红军”的核心球员库蒂尼奥真
的是因为受伤才没有上场。

关于库蒂尼奥在1月冬季转会
期加盟巴萨的流言日前甚嚣尘上，而
巴西人本轮由于大腿伤势，缺席了利

物浦远征伯恩利的比赛，引发外界猜
测。

而此前巴塞罗那的球衣装备
生产商耐克“火上浇油”。其官网
上近期出现了一张印有库蒂尼奥
名字的巴萨球衣，尽管随后这些内
容就被删除，但更加剧了外界的无
限遐想。

不过，在1日赛后，主帅克洛普

称，巴西球星的缺席没有任何其他因
素的影响。

“我听说了这件事。有人告诉了
我，我只能表示惊叹。”克洛普说道，

“库蒂尼奥和萨拉赫都受伤了，他们
的伤势并不严重，但没有办法参加今
天的比赛了。至少目前也不确定是
否能够出现在（下一场）对阵埃弗顿
的比赛中。”

克洛普回应库蒂尼奥“被转会”传闻：

没上场是因为受伤了

成立一年半，两夺全国赛亚军和一次国际赛第4名，3人当选全国最佳

海中中海足球队“快速突破”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44战34胜6平6负

在主教练贾飞在2107年的总结报告中写到，球队成立
1年半来，一共参加了44场省内外和国际比赛，战绩为44
战34胜6平6负，总进球243个，场均进球5.2个。

贾飞说，海中中海队球员起点低、起步晚，恒大队和鲁
能队12岁的同龄球员大都有了3年到4年的半专业训练，
而我们的小球员则是“零基础”。他为球队制定了以打技
术和战术为主的训练计划，每次训练课他都要进行结合
足球的反应和协调性训练，其中对于2vs2、3vs3等对抗
性训练要求特别严。他说：“刚开始进行对抗训练时，孩
子们扎堆抢一个球，进攻时不懂得利用场地宽度创造机
会，不太明白跑位的重要性。”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
小球员们都能达到他的要求。在贾飞眼中，海中中海队
运气挺好，组队后参加的第一次省内和全国比赛分别取
得了冠军和亚军的成绩。2016年，球队成立不久便参加
了全国青少年冠军赛（包头赛区）的比赛，一共32支球队
参赛。海中中海队赛前在成绩方面没抱任何希望，完全
是以感受比赛气氛，“在国内同龄队中露露脸”为目的。
没想到的是，“新军”海中中海队爆冷获得了亚军，并取得
了参加国际青少年比赛的入场券。

球队成绩不错，球员们练得也更有劲了。贾飞说：“好
成绩让球员们尝到了训练的甜头，14名球员训练都非常刻
苦，每次训练课都和实战一样，没有人无故缺席训练。”在
2016年10月举行的国际青少年比赛中，海中中海队获得
了第4名。 （本报海口1月2日讯）

涌现出3个全国最佳球员

海中中海队在参加去年的全国比赛中，3人被评为最
佳球员。这3名球员是刘志丹、肖贻文和唐南齐。

在前不久结束的我爱足球全国总决赛中，组委会从
500多支国内13岁组的5000多名参赛球员中，选出了4名
最佳球员，其中获得亚军的海中中海队和冠军肇庆队各两
人当选。3年前，10岁的刘志丹才开始踢球，不过他的位置
是门将，后来改踢前锋。在我爱足球的预赛、大区赛和总决
赛中，尽管他进球不多，但表现特别突出，展示了一个优秀
前场球员的素质。司职后卫的肖贻文为海中中海队获得亚
军立下头功，他在后防线上的出色发挥，帮助“年轻”的海中
中海队进入了决赛。肖贻文是在父亲肖传武的影响下喜欢
上足球的。无论海中中海队在海口、琼海比赛，还是在昆
明、成都作战，肖传武都一场不落地观看。他说，儿子加盟
海中中海队这一年半来，足球意识和传接球的技术明显提
高。唐南齐则是队内的核心球员，他在去年举行的全国冠
军杯比赛中崭露头角，在500人中被评为最佳防守型前
卫。中超长春亚泰队和河北华夏队去年看上了唐南齐，一
度想把小唐“挖”走。

山西人贾飞执教海中中海队一年半，他深有感触地说：
“海南的小孩天生速度快、脚下动作快，很适合踢足球。”

海中中海队在我爱足球半决赛中1：0小胜劲旅武汉队，
前不久，在全国U系列比赛中，武汉队的3名球员入选了13
岁组的国少队。让贾飞惋惜的是，海中中海队因故没有参加
这次比赛，“否则，我们队也能出一两个少年国脚了。”他说。

在前不久结束的“我爱足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中，海南中学中海队一鸣惊人，在由国内500多支13岁组球队参加的比
赛中夺得了亚军。成立一年半的海中中海队克服了起点低、起步晚的弱点，靠着刻苦的训练和各方的支持，短时间内夺得了两
次全国赛亚军和一次高水平国际比赛的第4名，实现了海南青训足球的“快速突破”。

新华社伦敦1月1日电 在1日的英超联赛
上，林加德以一记精彩的弧线世界波，帮助曼
联以2：0击败埃弗顿，他的精彩表现让主教练
穆里尼奥赞不绝口，称这位新星在成长为优秀
球员的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

这是林加德本赛季的第十个进球，同时也是
他最近5场比赛中的第四个进球。

穆里尼奥说：“成为一个有天赋的年轻球员，
是一回事；而要想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球员，则是
另一回事。”

“一些球员没有能力完成这两种身份间的转
换。他们可能很有天赋，但最终成为平庸的球
员。而林加德正在完成这个转换。”穆里尼奥补充
道，“他的状态保持得更有延续性，适应力强，也能
更好地理解比赛，并且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穆里尼奥夸赞林加德：

正完成生涯关键“跳跃”

2000多登山爱好者
海南登高迎新年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中国体育彩票”2018
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海南省主会场）1日在三
亚市临春岭森林公园举行，2000多名来自全省各
地的登山爱好者和三亚市民，与全国其他31个省
区市、上百万人同步进行登高迎新年活动。

今年新年登高健身大会中心主会场设在浙
江江山，全国举办活动地点约120个。海南省
主会场的登高路线从三亚临春岭公园广场出
发，沿登山栈道一路上行，途经对弈台、凤凰林、
半山揽月、茶亭、瞭望塔等观景点，到达公园最
高处逐鹿台结束，全程约2公里。作为三亚市
唯一一个开放式公益性森林公园，临春岭公园
绿树覆盖，环境优美，是三亚市民喜爱的休闲健
身场所之一。

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从1996年举办至今，
已发展成为传统的全民健身品牌，海南省主会场
也连续第四年在三亚市临春岭森林公园举办。另
外，分别在海口市火山口世界地质公园、屯昌县雨
水岭森林公园、定安县文笔峰设立了三个分会
场。由本省各个户外运动俱乐部组织实施的线上
新年登高活动也同时展开，在新年第一天掀起全
民健身热潮。

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国家体育总
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等单位承办，三亚市文体局、
海南省登山协会等单位协办。

伯蒂奇谈世界男子网坛

“四大天王”时代将结束
据新华社多哈1月1日电 捷克男子网球名将

伯蒂奇31日表示，费德勒、焦科维奇、纳达尔和穆
雷“四大天王”统治网坛的时代已经步入尾声。

自2010年起，男子网坛“四大天王”获得了
32座大满贯冠军奖杯中的28个，然而目前费德
勒将在2018年步入37岁，焦科维奇自2017年7
月就一直处于养伤状态，纳达尔则多年来伤病不
断，穆雷也正处于伤病恢复期。

“现在还很难说他们的时代会不会结束，但我
觉得很接近了，我认为这是自然规律，不管是从运
动本身还是从时间本身来看。”32岁的伯蒂奇说。

伯蒂奇现世界排名第19，他正在备战新赛季
的首项赛事——卡塔尔公开赛，新赛季他也将目
光瞄准了大满贯冠军。“我和其他选手（这个赛季）
绝对有机会赢得一个大满贯冠军，我认为这正是
这项运动的魅力所在，不管你处于什么位置，你都
有机会。”

本报万城1月2日电（记者张期
望）1月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航空运
动爱好者，汇聚在万宁市华润石梅湾
旅游度假区，参加第八届中国鸟飞人
大赛。当天，共有17架飞行器参加角
逐，广西桂林选手卢志峰驾驶“时代新
人号”三角翼夺得本次比赛的冠军。

据了解，第八届中国鸟飞人大赛
作为今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重
要系列活动，由中国航空学会、万宁市
人民政府主办，北京中视金天影视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综合频道及国际旅游岛之声承办。报
名参加本届大赛的近50名选手，均来
自祖国大江南北，北达冰城哈尔滨、西
到山城重庆、东至东南沿海。

当天的比赛分竞技类和意趣类两
个项目赛。在竞技类项目比赛中，广
西桂林选手卢志峰驾驶“时代新人号”
三角翼，靠逆风升力飞出一段距离后，
又迎风推杆冲向高空，在空中划出一
道完美的飞行曲线。他以娴熟动作飞
出46.3米的最远距离，夺得大赛当天
比赛的冠军。广西柳州选手袁鑫灵，

在飞出平台时双翼失衡触碰平台，但
他反应灵敏迅速调整恢复平衡，在空
中滑行后半程表现出色，以36.3米获
得第二名。另一名广西柳州选手黎阳
康，以33.9米飞行距离的上佳表现，
排在第三名。

在意趣类项目比赛中，广东省恩
平市冯如纪念中学的4名中学生选手
获得了一等奖。78岁的广州选手彭
孝平、58岁的广西柳州选手覃桂萍，
获得了二等奖。珠海一中的8名00
后选手、哈尔滨工程大学的3名大学
生选手凭借出众表演，获得三等奖。

据了解，伴随着社会经济进步，航空
事业飞速发展，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鸟
飞人这项传统而时尚的运动，在国际上
开展已有近50年历史，每到一地喜得贵
子受到空前关注。中国鸟飞人运动自
2004年举办首届赛事以来，历经13年
发展历程，至今已成功举办八届赛事，中
国鸟飞人大赛成为我国创立时间最早、
持续时间最久、比赛规格最高的无动力
飞行国家级赛事，集科普、旅游、健身、趣
味于一体，正散发出勃勃生机活力。

中国鸟飞人大赛万宁落幕
17架飞行器竞逐 桂林选手夺得冠军

2日，海南万宁石梅湾，来自全国各地的航空爱好者参加第八届中国鸟飞人
大赛，图为选手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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