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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王硕、王璐、李柏杰持《公证书》等相关材料向我局申请继承王纯
华（现已故）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王纯华名下证号为琼山籍国用
（2000）字第21-0348号的宗地位于琼山区三门坡镇谭文龙湾庄园
（南区），属国有出让地，面积为2000m2。根据市政府对龙湾庄园的规
划调整，拟将上述宗地从龙湾庄园南区（地号N-1-30）移至东区（地
号C-1-3)，除宗地位置坐标变化外，其余事项均不变。

如对上述宗地有异议，请自通告之日起15日内向我局琼山分局
提出书面申诉，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告的权益无异议。

特此公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3月2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土地位置调整异议征询的公告 海土资琼山字〔2018〕51号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老
爱幼是中华民族的基础美德。恰逢全国学习雷锋
日，交通银行海口迎宾路支行为了进一步继承和发
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发挥党员带头
学雷锋的精神，正月十六当天，支行全体员工上门为
养老院中的孤寡老人们送去温暖祝福。

3月 3日星期六,该支行全体员工利用周末
休息的时间，带着新春未散的年味儿和朝气蓬勃
的笑容来到普亲养老院，探望养老院中的200余

名老人。据悉，该支行此次除了为老人家们贴心
准备了低脂牛奶、麦片、饼干、水果等暖心的慰问
品，更多的是让老人家们感受到“家人”的陪伴
和社会的关怀。“聊家常、写毛笔字、剪纸、做手
指操、给行动不便的老人喂食……”这些简单的
陪伴，不仅让交行的志愿者们忙得不亦乐乎，同
时也换来了老人们的快乐与欢笑，现场其乐融
融，温馨融洽。

作为学习雷锋志愿者，交通银行海口迎宾路支

行始终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爱
老、敬老精神，坚持把爱心和温暖送到老人们的心坎
上。作为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和海口市文明办授予
的“文明服务窗口”，该支行始终坚持“一个交行，一
个客户”的初衷，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客户带来文
明、高效、贴心的服务。作为交通银行的一部分，该
支行秉持百年交行“小关爱，大责任”的初心，积极践
行社会责任，通一件件“小事”，用心、用爱来传承交
行人的社会责任感。

学习雷锋精神，践行社会责任
——交通银行海口迎宾路支行上门慰问普亲养老院

本报讯 3月6日晚，在2017-2018赛季CBA
季后赛第二轮附加赛中，深圳队客场以116：112
战胜广州队，从而以总比分2：0淘汰对手，成功晋
级八强。深圳队将在八强赛中对阵广厦队。

深圳队外援萨林杰得31分23个篮板6次助
攻，顾全得22分，莱斯得25分，李慕豪得10分3
个篮板。广州队外援福格得41分，桑尼得18分6
个篮板，汉斯布鲁得10分9个篮板。 （小新）

总比分2：0淘汰广州队

深圳队晋级CBA八强

深圳队外援萨林杰（左）强攻内线。 小新发

3月7日，亚冠小组赛进行F组
和H组的第三轮角逐，上海双雄分头
对阵韩国K联赛球队，上港主场迎战
蔚山现代，申花客场出战水原三星。
状态正佳的上港若获胜则取得三连
胜基本锁定出线资格，两连平的申花
则要借助主场之利争取首胜。

F组前两轮，上港客场1：0胜川
崎前锋、主场4：1胜墨尔本胜利，2胜
积6分高居小组头名；蔚山现代1胜
1平积4分列小组次席；墨尔本胜利

积1分列小组第三，川崎前锋0分垫
底。前两轮连胜的上港形势大好，本
轮如能击败蔚山现代，不仅继续高居
榜首，甚至可以扩大比分出线在望。
如今的上港队实力强劲运势正佳，本
轮有望主场再奏凯歌。

小组赛第二轮大胜墨尔本胜利
后，上港又在上周末中超首轮取得8球
大捷，奥斯卡和武磊上演帽子戏法，强
大的攻击力令对手生畏。持续高光表
现的上港已被列为亚冠头号夺冠热

门，同时也被视为中超最大夺冠热门。
与上港新赛季持续强势形成对比，上赛
季排名K联赛第四的蔚山现代起伏较
大，这支球队的攻击力并不突出，但他
们在上轮小组赛中战胜J联赛冠军川
崎前锋，两个进球堪称世界波。面对
这样的球队，上港要尽可能掌控比赛
主动权，不给对手爆发的机会。

H组争斗，前两轮两连平的申花
积2分列小组第三，本轮申花的对手
水原三星1胜 1负积 3分列小组次

席，鹿岛鹿角积4分列小组头名，悉
尼FC积1分垫底。申花虽然排名第
三，但与前两名的分差并不大，本轮
若能取胜有可能跃上前列，但输球则
可能掉队。申花的阵容比较单薄，本
赛季多线作战消耗很大，前4战3平
1负未尝胜绩，还出现大面积伤停。
以申花的实力，要想全取3分难度较
大，若能战平咬住对手，也是可以接
受的结果。

■ 林永成

高拉特“大四喜”恒大夺首胜
天津权健客场3：6不敌全北现代

北京时间3月8日凌晨，欧冠1/8
决赛次回合决战，托特纳姆热刺将坐
镇主场迎战尤文图斯。双方首回合
2：2战平，取得两个客场进球的热刺
稍占先机，但晋级悬念依然很大。本
赛季欧冠英超球队十分强势，而尤文
几乎是意甲在欧冠中唯一有竞争力
的球队，他们要捍卫意甲的荣誉。

两队近期状态都很猛，热刺各条
战线已保持17场不败，上次输球是在
去年12月16日的英超联赛客场不敌
曼城。尤文的不败纪录更长，各条战

线已20场不败，上次输球更要追溯到
去年11月19日，意甲联赛客场不敌
桑普多利亚。17场不败遇上20场不
败，此战或许有一队将终止不败纪
录。如果战成0：0或1：1，热刺将凭客
场进球优势晋级；如果又战成2：2，打
加时赛甚至点球决战就更刺激了。

两队此前唯一的交锋就是上次
欧冠首回合对决，双方战成2：2，伊
瓜因包揽尤文的两个进球。伊瓜因
在都灵德比受伤下场后，已缺席意大
利杯对阵亚特兰大以及联赛对阵拉

齐奥的比赛，但他的恢复情况超过预
期，目前已经恢复正常训练，与热刺
的决战有望回归首发阵容。

热刺当家球星凯恩状态火热，最
近11次出战，只有对阵曼联的比赛
颗粒无收，其他10场贡献11球及1
次助攻。此役，英超第一射手能否再
破尤文大门，将是热刺能否晋级的关
键。此外，韩国天王孙兴慜过去两场
也有不错表现，他也是热刺攻击线的
重要火力。

■ 林永成

■ 欧冠淘汰赛前瞻

尤文要捍卫意甲荣誉

在北京时间3月6日进行的一场英超联赛中，马蒂奇在补时阶段以一记惊世
骇俗的远射完成绝杀，帮助一度以两球落后的曼联队3：2逆转战胜水晶宫队，重新
夺得英超积分榜次席的位置。图为马蒂奇（右）进球后与队友庆祝。 新华社发

马蒂奇绝杀
曼联逆转水晶宫

本报海口3月6日讯（记者王黎
刚）海南省足球协会裕东足球训练基
地举办的中国足球协会D级教练员培
训班（海南·第一期），昨天开班。

本次培训班共有24名学员参加，
为期6天，培训内容为理论课和实践
课，并设有笔试和实践考试，通过考核
的学员将获颁结业证。本次D级班由
中国足球协会主办，海南省足球协会

承办，由中国足协选派王强（亚足联A
级足球教练）担任讲师。

本次培训班旨在贯彻落实省政府
办公厅印发的《海南省贯彻中国足球
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实施意见的通知》
和《海南省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的
通知》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我省基层
教练员的培养力度，同时扩大基层教
练员培训规模。

中国足协D级教练员
培训班海南开班

据新华社葡萄牙阿尔布费拉3月
5日电（记者张章 章亚东）在5日进行
的2018年阿尔加夫杯国际女足邀请
赛小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中国队以0：
2不敌澳大利亚队，吞下三连败。中
国队将在7日的排位赛中与俄罗斯队
争夺第11名。

此前两战皆负的中国队急需一场
胜利来鼓舞士气，而澳大利亚队则需
要一场大胜才能挤掉瑞典队进入冠军
争夺战。

上半场比赛一开始，中国队没有
采取前两场在前场紧逼的战术，而是
将防线稍微后撤，旨在稳扎稳打。澳
大利亚队则明显急躁。双方各有攻
守，但都没有太好的得分机会。双方
0：0结束上半场。

下半场一开始，吴海燕在禁区内
一次防守铲球时放倒了澳大利亚队的
希迪亚克，对方认为应该判罚点球，但

主裁判并没有理会。第51分钟，澳大
利亚队肯尼迪在禁区前斜传，洛加佐
跃起将球一蹭，皮球划出一道弧线越
过王飞，擦着右侧立柱飞进网窝，澳大
利亚队1：0领先。

伤停补时阶段，中国队回传失误，
克尔接球突破后面对出击的王飞冷静
施射，将比分改写为2：0。

小组赛全部三场比赛结束后，中
国队三战皆负积0分。按照阿尔加夫
杯的赛制，中国队将于7日与同样未尝
胜绩的俄罗斯队争夺本届比赛的第11
名。本届赛事世界排名最高的澳大利
亚队虽然2：0取胜，但因为净胜球劣势
仅排在第三位，无缘冠军争夺战。

中国队主教练埃约尔松在赛后接
受采访时说：“虽然球队0：2输给澳大
利亚队，但可以看出中国队的姑娘们
一场比一场表现得好，我们基本达到
了为亚洲杯热身的目的。”

阿尔加夫杯国际女足邀请赛

中国女足遭遇三连败

佛罗伦萨与卡利亚里
退役阿斯托里球衣

新华社罗马3月6日电 为纪念两天前去世
的球员阿斯托里，意甲球队佛罗伦萨与卡利亚里
6日宣布退役阿斯托里生前所穿的13号球衣。

4日，年仅31岁的佛罗伦萨队队长阿斯托里
突然离世，其死亡的原因有可能是心脏病。在消
息传出后，第27轮未进行的意甲联赛全部推迟。
两天后，佛罗伦萨宣布退役阿斯托里的球衣，而
他此前所效力的卡利亚里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据悉，阿斯托里的葬礼将于8日举行。

“产假”结束
小威将迎复出首秀

据新华社洛杉矶3月5日电 （记者郭爽）5
日，在美国印第安韦尔斯开赛的WTA皇冠赛
——巴黎银行公开赛上，小威廉姆斯将在怀孕生
女后正式回归巡回赛赛事。

巴黎银行公开赛5日公布的女单正赛签表显
示，23届大满贯单打冠军得主小威与姐姐大威同
处下半区，两人有可能在第三轮相遇。小威复出
后的单打首秀将迎战24岁的哈萨克斯坦球员迪
亚斯。迪亚斯目前世界排名第53位。

此前在纽约刚结束的抢十表演赛中，小威在
半决赛中被中国选手张帅淘汰。在本届巴黎银行
公开赛中，张帅首轮轮空。

巴黎银行公开赛尚未出现过获得三次冠军的
女单选手。小威曾于1999年和2001年获得过该
项赛事的冠军。与小威一样希望打破这一纪录的
还 有 莎 拉 波 娃（2006， 2013）和 阿 扎 伦 卡
（2012，2016）。

现年36岁的小威在2017年初获得澳网冠军
后宣布自己怀孕，并于9月生下女儿。去年澳网
以来，除偶尔参加一些表演赛或双打比赛，小威已
有14个月缺席女单正式比赛。2018年澳网一度
传出小威准备参赛的消息，但她仍因尚未准备好
而没有参赛。

巴黎银行公开赛是重要程度仅次于大满贯级
别的网球巡回赛，也是除四大满贯外最吸引观众
的网球比赛之一，每年3月举办期间吸引约37万
游客前来观赛。这项赛事男子比赛的级别是
ATP世界巡回赛1000大师赛，女子比赛的级别
是WTA皇冠明珠赛。

据新华社广州3月6日电（记者
王浩明）惹不起的恒大回来了！在6
日晚进行的亚冠联赛G组第三轮的
较量中，广州恒大坐镇主场在两球落
后的情况下实现大逆转，以5：3击败
韩国济州联队，夺得亚冠首胜。巴西

外援高拉特连进四球上演“大四喜”，
居功至伟。

前两轮比赛恒大遭遇两连平，此
役队长郑智和主力门将曾诚回归，主
场作战的他们力求拿下三分，却很快
遭遇了当头棒喝：第20分钟，郑多煊
右路突破小角度射门，曾诚扑球脱
手，陈成昱头球补射空门得手，济州
联取得1：0领先。第29分钟，恒大再
遭打击，济州联发出前场任意球，马
尼奥·克鲁斯禁区内得球左脚抽射，
球像炮弹一般钻入上角，济州联2：0
领先。

如梦方醒的恒大发动反扑，他

们的努力终于在上半场补时读秒
阶段得到回报，李学鹏开出角球，
阿兰禁区内混战中抽射入网，恒大
在上半场即将结束时扳回一球，1：
2落后。

下半场比赛，恒大延续了上半场
后半段的气势。第53分钟，郑智送
出精准挑传，于汉超单刀被门将封
堵，高拉特补射空门入网，恒大将比
分扳为2：2平。第56分钟，郜林高速
杀入禁区制造点球，高拉特主罚骗过
门将，恒大3：2实现逆转。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胶着后，恒
大在最后时刻再掀狂飙，第86分钟，
高拉特接郜林传球杀入禁区小角度
低射命中远角完成“帽子戏法”。补
时阶段，高拉特再次获得单刀机会，
杀得兴起的巴西人面对出击的门将，
轻巧挑射破门，上演“大四喜”将比分
扩大为5：2。比赛最后时刻，济州联
队由李昌珉远射破门，比分最终定格

在5：3。
据新华社首尔3月6日电 亚冠

新军天津权健6日遭遇一场惨败，在
亚冠小组赛第三轮比赛中，客场被韩
国劲旅全北现代队6：3击溃。这是
权健队史上最大比分的失利。

比赛开始后，权健确实取得梦
幻开局，在第10分钟由张诚利用角
球机会外围抽射得手，帮助权健率
先取得进球。但此后全北现代全面
掌控了局面，他们整体推进很快，传
接球配合非常娴熟，尤其是多次利
用边路传中射门敲开权健的大门，
主队连扳6球，使比赛早早失去胜负
悬念。

大比分落后的权健队并没有放
弃，第79分钟，王晓龙开出角球，赵
旭日头球破网；第89分钟，全北队员
禁区内对杨旭犯规，被判罚点球，帕
托操刀主罚一蹴而就。权健最终将
比分追成3：6。

⬅恒大队巴西外援
高拉特上演“大四喜”，
居功至伟。图为高拉特
进球后庆祝。 小新发

亚冠
小组赛

上港剑指三连胜 申花努力争首胜前瞻

NBA昨日战报
骑士 112：90活塞

凯尔特人 105：89公牛

马刺 100：98灰熊

开拓者 108：103湖人

热火 125：103太阳

雄鹿89：92步行者

爵士94：80魔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