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6月14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刘麦）6月14日，
2018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开幕。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媒体联动在
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举办“我为
球狂·2018 世界杯首届海南球迷
节”。来自定安的高一学生王首清参
加了这次球迷节活动之一的“海南首
届十大球迷评选”。王首清从2014年
世界杯开始爱上了足球，现在已经是
定安中学足球社的社长，他说，希望自
己能坚持梦想，长大做一名足球裁判。

“足球是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王首清说，自己进入高中后开始
组织热爱足球的同学们，大家一起成立

了足球社，现有社员50多名，是中学里
的大社团。社团每周都会组织活动，成
立半年多来，已经取得了成绩。他自豪
地说：“我们组织了定安中学第一届校
园足球赛，学生队与教师队的对抗中，
以4：0战胜教师队，震惊了全校师生。
不久前，参加一次全省的足球赛，在成
年队中取得了8强的好成绩。”

王首清学习成绩也不错，他认为，
学业和爱好可以兼顾，他不会放弃足
球的梦想，希望进入大学能参加国内
的大学生足球联赛，以后可以从事足
球裁判的工作。这届世界杯，王首清
最关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小组赛，希
望有C罗在的葡萄牙队能走得更远。

定安高中生球迷王首清：

希望成为足球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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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亚市分行
关于长期不动户进行销户的公告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第5号令《人民币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以下单位：

三亚立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尾号182941）
在我行开立的结算账户已超过一年未发生收付业务。

望上述单位于2018年7月15日前往我行办理销户手续，
逾期视同自动销户，未划转款项列入久悬未取专户管理。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亚市分行

2018年6月15日

声明
保定可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就“东方龙湾二期项目”

相关事宜声明如下：
一、海南文昌隆盛置业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11月1日与

我公司签订合同，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将东方龙湾二期项目转
让给了我公司。现我公司已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
讼请求，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正式受理（案号：2018琼民初
32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被申请人
海南文昌隆盛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文昌市清澜新市
区三环路,土地证号为文国用(2012)第W0302687号未售房源
的土地使用权。

二、为维护公众利益，我们善意提醒：凡是洽谈合作或者购
买东方龙湾二期项目的企业单位，或签订关于东方龙湾二期项
目的施工及房屋销售合同的单位和个人，请速咨询相关专业法
律机构寻找解决方式，或者与本公司直接联系，共同维护大家
的合法权益。

特此声明。
保定市可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4日

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三亚总部经济及
中央商务启动区城市设计暨概念性建筑方案

国际征集公告
根据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有关工作部署，三亚

市人民政府现启动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三亚总部
经济及中央商务启动区城市设计暨概念性建筑方案国际
征集。

国际征集报名资格预审公告自 2018 年 6 月 15 日
9时至 2018 年 6月 26 日 16 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
务平台（http://cebpubservice.com/）、海南省人民政
府网站（http://www.hainan.gov.cn/）、海南省规划委
员会网站（http://sghw.hainan.gov.cn/）、三亚市人民
政府网站（http://www.sanya.gov.cn/）、三亚市规划委
员会网站（http://ghj.sanya.gov.cn/）、北京科技园拍卖
招标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bkpmzb.com/）同时发
布。

三亚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6月15日

公 告
孙俊亮，杨国胜，王枫玉，王斌、王羽涵，王海波，曹美英，李建
国，张振凤，袁玉良，乔月梅，唐怀扬：

根据2018年4月22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印发《中共海南省
委办公厅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房地产市场
的通知》（琼办发[2018]29号）规定，非海南省户籍居民家庭购
买住房的，如在海南没有住房的，需提供至少一名家庭成员在
海南累计60个月及以上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你
与我公司签订了《瑞海水城二期认购书》，请你对照琼办发
[2018]29号文的要求在本通知公告之日起20日内，向我公司提
供有效的个人所得税凭证或者社保证明，以便我公司确认你具
有购房资格。如逾期未提供的，我公司视为你不符合购房条
件，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的第21日，我公司终止与你签订的《瑞
海水城二期认购书》，并请你及时提供账户，以便我公司办理退
款事宜。同时，《瑞海水城二期认购书》终止之日起，我公司有
权处置《瑞海水城二期认购书》项下的房屋。

特此公告
海南高速公路房地产开发公司

2018年6月15日

本报讯 日前，中国移动咪咕公司
宣布：足球解说名嘴詹俊、李元魁正式
加盟咪咕视频，进行2018年俄罗斯世
界杯解说。这是继5月22日咪咕官
宣成为“2018央视世界杯新媒体及电
信传输渠道指定官方合作伙伴”之后，
向业界抛出的又一重磅消息。目前，
咪咕视频正在火速组建特色解说团
队，除了耳熟能详的名嘴外，还考虑增
加特色方言解说员。

据悉，这次加盟咪咕视频的两大
解说，可谓是解说界的黄金搭档。詹
俊是国内最受欢迎的国语足球解说员
之一，作为英超利物浦队的忠实球迷，

詹俊在英超球迷中的知名度非常高。
李元魁则是中国最资深的足球解说
员，他也是前中国国家足球队队员。
其轻松自然、深入浅出的解说风格深
得球迷喜爱。李元魁和詹俊有过非常
长时间的搭档解说经历，对于两人之
间的默契，李元魁曾经形容为，“他一
张嘴就知道他要说什么”。

截至发稿前，咪咕视频已官宣詹
俊、李元魁、张力、于鑫淼、孙雷、王新
欣共6位解说，据悉，本届世界杯咪咕
的特色解说阵容共计包含28位大咖
名嘴和125场高清多路解说，具体人
员信息将陆续揭晓。 （小中）

本报海口6月14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周静泊）6 月 14
日，是全世界足球球迷翘首以盼的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开赛的日子。
当天，“2018世界杯狂欢嘉年华”暨

“海南首届球迷节激情之夜”在海口
海垦广场盛大开幕，为海口球迷送上
一场激情澎湃的节日狂欢。

6月14日下午6点，虽然还飘着
小雨，但这也无法浇息海口球迷的热
情。激情动感的节拍响彻海口海垦广
场，身着各色球衣和热裤的足球宝贝
随着节拍热舞，清一色黑色劲装的街
舞少年现场炫技，迈克尔·杰克逊太空
舞步模仿秀重现经典……离世界杯正
式开赛还有四个多小时，众多海口球

迷的澎湃激情已被点燃。
然而，在海垦广场用巨型LED屏

幕看世界杯直播，怎能没有美食和美
酒？别担心，记者在世界杯狂欢嘉年
华现场了解到，世界杯期间（6月14
日至7月15日），海垦广场全面启动

“深夜食堂”特色服务，商场主题餐饮
将营业时间延长至当晚球赛结束为
止，为广大球迷提供丰富的夜宵菜品。

“啤酒烧烤大屏幕，还有一群好朋
友，那可是看球标配啊，我们都已经迫
不及待了。”海口球迷陈先生说。

据了解，“我为球狂·2018世界杯
首届海南球迷节”由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旗下媒体联动举办，中国移动冠名，
红妆尚医学美容连锁赞助。

世界杯狂欢嘉年华暨海南首届球迷节开幕

激情之夜 我为球狂

■ 陈涛

让人最痛苦的就是对比，因此产
生的距离感让你感到不安。刚到俄
罗斯的中国人都能感受到对比的痛
苦。例如，莫斯科怎么这么多树，美
女怎么这么多？实际上，这样的对比
只是个人感受而已，淡定了，心静自
然凉。其实让你不淡定的是，莫斯科
到底有没有黑夜，到底有没有夏天？
尤其是对于一个初到这里的人来说，
倒五个小时的时差不算太多，但睁眼
一看，天总是不黑就让你抓狂了。

莫斯科的黑夜在哪里？初到莫
斯科开始倒时差时，躺在床上酝酿着
睡意时，总会有无任何消声处理的汽
车和摩托车飞驰，巨大的马达噪音让
你感觉到撕心裂肺。你会生气得怒
骂，接下来你会再拉一遍已经很紧的

窗帘。尽管已是晚上10时，外面的天
还是亮的。来到莫斯科的第一天需要
倒时差，自然睡不着，你能透过窗帘遮
不住的白色亮光感受莫斯科的夜。晚
上11时天才刚刚黑下来，你此时会诧
异自己是不是古时的打更人。这样的
痛苦，想必世界杯的参赛球员们也能
感同身受。不过他们的住宿条件更
好，窗帘可以让他们的房间变成黑
夜。当年在俄罗斯踢球的葡萄牙国脚
达尼就说过：“我刚到俄罗斯，睡觉是
要戴眼罩的。”适应，只有适应一条
路。好不容易睡着了，结果凌晨3时
又被中国时差叫醒（北京时间晚上8
时），你发现天已经亮了。翻看朋友
圈，发现一条有意思的——北京时间
6月14日凌晨2时30分，莫斯科当地
时间是晚9时30分，一记者发了一张
图片为很亮的天，配文为“莫斯科是一
个没有夜总会的城市。”

同样的疑问还有莫斯科的夏天在
哪里？12年前，采访完德国世界杯之
后，在莫斯科逗留的36小时中，我深切

感受到了莫斯科的热。当时热得要自
己都担心在俄罗斯红场矗立在无名烈
士墓前，带着大盖帽、一身戎装、踩着长
筒皮靴的士兵会不会中暑？可现在到
了俄罗斯后，你感觉到现在不一定是夏
天。美女们有的穿热裤和短袖，有的穿
着长裤和长衣，有的穿上了厚厚的外
套，还有人穿着皮夹克。人和人的体质
有差异，但也不至于差距如此之大？据
在当地卖泳衣的华人郑先生介绍：“也
真说不好俄罗斯的夏天，我来了六年
了，俄罗斯的夏天感觉一年比一年冷。
我的体会是在有太阳的时候穿短袖，没
太阳时穿长袖，在室内没有阳光直射的
地方要穿羽绒服。”他还说自己的泳衣
销售也没受到太大的影响。这是为什
么？难道是俄罗斯人爱冬泳？

俄罗斯人懂这些，可那些从夏天
过来的外国球迷就难懂了。他们多
数人都穿着短袖，然后穿着短裤+拖
鞋就来了，等待他们的一定是一次冰
爽体验。这里是莫斯科，可以让你忘
记黑夜，也可以让你忘记炎热。

短短的黑夜和爽爽的夏天

名嘴詹俊李元魁加盟咪咕视频

新华社莫斯科6月14日电 世
界杯小组赛阶段的48场比赛将在
两周时间内悉数上演，除了揭幕
战以及第二比赛日进行的西葡大
战，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看点。

萨拉赫回归？
自从欧冠决赛萨拉赫因伤下场

开始，他的伤势恢复情况就一直占
据着头条。埃及球迷也迫切地盼望
着他们队中的头号球星能赶上首场
与乌拉圭队的比赛。

萨拉赫本赛季表现神勇，以32
球打破英超单赛季进球纪录。埃及

队此次征战俄罗斯，也将宝全都压
在萨拉赫身上，希望球队能够28年
来再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后，能够
取得更好的战绩。

“三狮”战“红魔”
尽管身处G组的比利时队和英

格兰队的亮相时间要稍晚于很多球
队，但“欧洲红魔”与“三狮军团”的
对决值得等待。

比利时的世界排名高居第三位，
马丁内斯的球队也囊括了英超联赛
中最顶尖的球员，这也是他们兑现才
华的最佳时机。“三狮军团”虽然有一

群年轻有才华的球员，但这一届世界
杯，他们并不是夺冠热门。

视频助理裁判
本届世界杯首次引入VAR（视

频助理裁判），到底是制造更多混乱，
还是成为一项受欢迎的辅助手段？

有争议的事件将会在大屏幕上
重复播放，以便现场球迷可以看清
楚判罚依据。VAR官员将会在莫
斯科中控室内观看比赛。“VAR官
员们会因为压力而汗流浃背的，相
信我。”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
里纳说。

世界杯小组赛精彩连连

6月14日晚，2018世界杯狂欢嘉年华暨海南首届球迷节激情之夜在海口海垦广场开幕。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望 摄

巴西智库用数学模型
预测世界杯赛事比分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6月14日电（记者陈威
华）巴西智库瓦加斯基金会近日宣布，该机构推出
了一个使用数学模型来推算俄罗斯世界杯赛事比
分的网站，巴西是赢面最大的球队。

研究人员表示，该模型使用国际足联下属会
员单位最近四年来的赛事状况，通过各队在比赛
中的进球数和失球数来推测世界杯球队在小组赛
中的比分。

通过计算，巴西队将在小组赛中轻松胜出，预
计将以1：0小胜瑞士，以2：0的相同比分击败哥
斯达黎加和塞尔维亚。其他强队，如德国、法国和
阿根廷，也将顺利出线。西班牙和葡萄牙有可能
握手言和，但是最终西班牙将以小组头名出线。

负责这项研究的数学家阿尔文表示：“在本届
赛事上，巴西将有21%的可能性获得世界杯冠
军。西班牙夺冠的可能性为13%，卫冕冠军德国
获胜可能性为11%。这些数字表明，今年各队的
实力相对比较平均。”

他还指出：“这个模型只是演算了各种可能
性，仅供参考而已。事实上，猜错的可能性远比猜
对的大。”

在世界杯期间，阿尔文和他的团队将会随时
更新他们的预测。

超半数巴西民众
对世界杯不感兴趣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6月13日电（记者陈威
华）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即将拉开序幕，巴西相关调
查机构近日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多达53%的受
访民众称对世界杯不感兴趣。

巴西主流媒体《圣保罗报》所辖的调查中心近
期走访了174个城镇的2824名民众，结果发现虽
然巴西队被列为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但是民众
的热度丝毫没有得到提升，与今年1月所做的类
似调查相比，对世界杯不感兴趣的受访者比例增
加了11个百分点。

55岁的售货员吉列梅对调查人员表示：“今
年巴西经济还是不太好，大家都在忙着养家糊口，
没心思看球。更何况巴西足协的丑闻，让很多人
对足球失去了信心。我也许会看世界杯，但是老
实说，兴趣并不是很大。”

29岁的行政助理娜雅拉则说：“上一届世界
杯巴西队1：7的惨败，还让人记忆犹新。巴西队
这次是热门，友谊赛成绩很好，但是重要比赛则未
必会赢。”

调查还发现，只有48%的受访民众认为巴西
有望夺冠，这比往届赛事的类似预测数字低了许
多。2006年德国世界杯时，预测巴西夺冠的民众
比例高达83%，2010年南非世界杯也有64%，
2014年巴西世界杯为68%。

摩洛哥希望
申办2030年世界杯

新华社拉巴特6月14日电（记者陈斌杰）在冲
击2026年世界杯举办权失败后，摩洛哥青年和体育
大臣阿拉米14日表示希望申办2030年世界杯。

摩洛哥媒体“求实周刊”援引阿拉米的话说，
在五次申办世界杯失败后，摩洛哥将继续争取
2030年世界杯的举办权。阿拉米说，摩洛哥有意
愿兑现在申办2026年世界杯时许下的诺言，加强
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摩洛哥国王办公室14日发布的公报显示，卡
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在与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
通电话时表示，若摩洛哥申办2030年世界杯，卡
塔尔将投票支持。

摩洛哥曾五次参与世界杯的申办，但均以失
败告终，分别是申办1994年世界杯输给美国，申
办1998年世界杯输给法国，申办2006年世界杯
输给德国，申办2010年世界杯输给南非，申办
2026年世界杯输给加拿大、墨西哥、美国三国。

比利时队球员巴
舒亚伊（右）在世界杯
热身赛中进球后与队
友卢卡库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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