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进球：第91分钟，马塞洛左
路传中，库蒂尼奥急速插入抢先
出脚推射破门。第97分钟，科斯
塔右路突破传中，内马尔门前包
抄轻松破门。

战
报战

报巴西2∶0哥斯达黎加

战
报看

点内马尔身负带领巴西
队前进的重任，他太想证
明自己了。此役他经历了
点球取消的风波，但仍然
在最后时刻为巴西进球
锁定胜利。比赛结束后内
马尔跪地痛哭，尽情释放
自己的情绪。

内马尔为巴西队打进第
二球，比赛结束后他情绪释
放掩面而泣。 新华社发

十大球迷评选射手榜
球员 进球

c罗（葡萄牙） 4
切雷舍夫（俄罗斯） 3
科斯塔（西班牙） 3
久巴（俄罗斯）等6人 2
戈洛温（俄罗斯）等26人 1

积分榜

（D组）
球队

克罗地亚

冰岛

阿根廷

尼日利亚

场次

2
1
2
1

胜

2
0
0
0

平

0
1
1
0

负

0
0
1
1

积分

6
1
1
0

制图/孙发强

（截至北京时间6月22日23：30）

我为球狂·2018世界杯首届海南
球迷节。冠名单位：中国移动。赞助
单位：红妆尚医学美容连锁。

（E组）
球队

巴西

塞尔维亚

瑞士

哥斯达黎加

场次

2
1
1
2

胜

1
1
0
0

平

1
0
1
0

负

0
0
0
2

积分

4
3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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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记专专栏

午夜速速评

补时进两球，巴西三分姗姗来迟

广告

声明书
本人谢朝军（身份证46010196501010919）经合法竞拍，并

依据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海中法执字第58-6号生效
《民事裁定书》裁定获得“海南鑫马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海口
市南沙路45号“鑫马综合楼”804、904、907、908、909、910、
1010、1012房的产权，本人作为上述房产唯一有效产权人已获
生效裁判文书充分支持，现出于亲自行使房屋产权，撤销授权委
托、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需要，特声明如下：

自2018年6月23日起，撤销并收回对冯莲妹在（2012)琼崖
证字第4860号公证《授权委托书》中的所有授权委托，冯莲妹以
及其他人实施的没有本人授权的一切行为与本人无关且应立即
停止，并应于十日内与本人联系妥善处理有关事宜，逾期一律视
为侵权。本人对侵权人保留追究相应责任的权力，特此声明。

声明人：谢朝军 2018年6月23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公告
海土资美兰字【2018】386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
的决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
申请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他项
权利有异议者，请于通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
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美兰区政府办公大楼1206房）办
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
益无异议。联系电话：089865353989

产权申请人：姜斐然；申请依据：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10718
号；申请土地面积：292.48平方米；土地座落：海口市文明东路258
号山内花园小区；土地权属证件：海口市国用（籍）字第J0097号；
项目名称：山内花园小区B2栋；原土地使用者：海口市海联建设总
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6月14日

债务人

海南领时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2010203-2013
年（新华）字0013
号。

币种

人民币

本金（单位：元）

195,574,076.00

利息（单位：元）

21,159,450.30

担保人
海南领时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北京雄
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李玉民、李娴。

担保合同编号

22010203-2013新华（抵）字0014号；
2013年新华（保）字0003号；
2013年新华（保）字0002号。

宁波腾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儋州海沃福源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签 署《债 权 转 让 协 议》（协 议 编 号 ：
TCLS2018001），宁波腾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合法
拥有的本公告项下的资产（债权及其担保等从权利）已依法转让
给儋州海沃福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腾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特公告通知债务人、
担保人及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儋州海沃福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

儋州海沃福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
现公告要求债务人、担保人及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儋州海
沃福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人：林经理
联系电话：18608943666
特此公告！

宁波腾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儋州海沃福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0一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注：1.下表中的利息暂计算至2017年12月31日；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
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
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或法院判决等法律文书为准。

宁波腾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儋州海沃福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债务人的债务清单： 币种：人民币

为全面展示我院人才培养质量、办学特色和办学成果，让考
生、家长和社会人士实地感受我院校风校貌、教风学风，同我院师
生进行互动与交流，增进社会对我院的了解与认识，提升对我院
的认知和认同，我院定于2018年6月28日（星期四）举办校园开
放日活动。

开放日当天，我院将向社会公众全方位展示办学成果、教学特色、
教学设施、校园文化和校园环境。届时，将举办招生现场咨询会、系部
风采展示、教学教研观摩、交流联谊、校园文化生活展示等。

初夏六月，桃李芬芳。竭诚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及海内外校友

莅临指导，热烈欢迎广大考生及家长参观咨询。
特此公告，敬请周知。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二○一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欢迎垂询：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2018年校园开放日组织联络组
电 话：63298130 63298396

13136066252（张老师） 13976708077（符老师）
13807615533（许老师） 13907609779（赖老师）

地 址：海南省文昌市教育路178号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关于举办2018年校园开放日的公告
“海南澳信投资有限公司”与“海南宇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作开发的文昌“月亮城三期”项目，近期正完善资料准备申报项目
竣工备案工作。因准备和整理、核对资料的需要，全部资料暂存放
在文昌市文城镇城西路天域华府项目部板房资料室内，其位置于
2018年6月5日3时17分发生火灾事故，存放资料室的“月亮城三
期”项目资料全部烧毁，烧毁清单如下：

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正本) 编号：建字第（2008）007号；2、
文昌市规划局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变更确认通知 编号：2014056号；
3、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 编号：文验字第[2018]年0010号；4、
防雷装置验收合格证 编号：文雷验NO：WC2015-016号；5、文昌
市公安消防支队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抽查告知书 编号：文
公消检告字[2015]第0030号。

特此声明 海南澳信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2日

声 明

■ 陈涛

0比3完败给克罗地亚，阿根廷出线命悬
一线！难道这是要我的圣彼得堡之行增加看
点吗？按既定采访计划，北京时间6月27日
凌晨，我将在圣彼得堡见证阿根廷和尼日利
亚的小组赛最后一战。

阿根廷大战克罗地亚想到了艰难，但没
有想到这么艰难。克罗地亚是强，但过去一
直偏执地认为他们的运气更好。本场比赛对
阵阿根廷他们的运气再一次爆棚，克罗地亚
本来实力就强，然后还有一个阿根廷守门员
的意外“大礼”，再然后开始打反击，这样的球
队阿根廷没有办法，换了巴西也是一样的
……怪谁呢？空门不进的恩佐·佩雷斯，还是
守门员卡巴莱罗？

因为从莫斯科转场到圣彼得堡，同时也没
有比赛可以采访，一同来采访的记者在圣彼得
堡搞了一个聚会，同时在圣彼得堡涅瓦河畔的
宾馆内看电视直播。因为连日征战，大家都没

尝过名声在外的伏特加的味道。因此，赛前特
别花了320卢布买了一瓶据说还不错的伏特
加。我不懂酒，同行的人也不懂，就知道名气
大。其实，伏特加的味道很容易让你想到医院
内的酒精，喝这个酒你捏着鼻子灌就可以了。
为了不喝多，伏特加的烈性没有感受到，却意
外感受到了阿根廷足球的“劣性”。阿根廷VS
克罗地亚，多数中国人都支持前者，当我将伏
特加和看起来很美的美食晒在朋友圈时，得
到了众多在关注这场比赛的球迷回应，多数
人期待梅西有出色表现，阿根廷能反弹。

不过，现实却在狠狠地打脸。比赛时候发
的朋友圈都是这个内容。尽管身处异乡，但也
能感受到大家的痛苦。梅西为什么没戏，阿根
廷别为我哭泣……其实，我并不是阿根廷球
迷，他们的输赢对我影响不大，不过对于这届
世界杯而言，他们早早出局就意味着比赛的观
赏性进一步丧失，意大利没来，荷兰没来，再没
有阿根廷，世界杯得少了多少看点。

没有喝多少，伏特加的酒劲也来了。大
家都洗洗睡吧，就让阿根廷哭一会吧，但愿能
刻骨铭心。

再说一遍，北京时间6月27日凌晨2时，
在圣彼得堡我可能要见证梅西的最后一场世
界杯。 （6月22日发于莫斯科）

涅瓦河畔阿根廷球迷的哭泣

美女球迷三人行
——那些年追过的球星

扫码观看南海网独家策划视频：

北京时间6月23日晚，世界杯进
入第十个比赛日。当日依然安排3场
比赛，F组两场：韩国VS墨西哥、德国
VS瑞典，G组一场：比利时VS突尼
斯。巧的是，这三场对决都是首轮获
胜的球队对阵首轮落败的球队。首战
落败的球队不容再败，而首轮获胜的
球队若能连胜，则出线几成定局。

比利时VS突尼斯
开赛时间：23日20：00

首场大胜后，恐怕没有人再怀疑
“欧洲红魔”的实力，这支大牌云集身
价不菲的球队并非浪得虚名。虽然
上一场的对手巴拿马实力较弱，但本

届世界杯冷门迭出，所谓强弱的分界
线已很模糊。比利时能三次洞穿巴
拿马构筑的铁桶阵，足以说明其攻坚
能力和战术应变能力。

北非劲旅突尼斯首战遭遇凯恩
绝杀，以1：2不敌英格兰。突尼斯球
员技术较为细腻，但面对英格兰的快
速冲击显得有些吃力，本轮对阵实力
更强的比利时，恐难全身而退。

韩国VS墨西哥
开赛时间：23日23：00

墨西哥队素以速度快、脚下技术
细腻著称，从上一场击败德国的比赛
上看，他们还展示了强悍的对抗和防
守能力，而且战术执行力强，看来对
本届世界杯准备得很充分。韩国队
上一场以一球惜败瑞典，所失一球为
通过VAR回放后判罚的点球。从场
面上看，韩国队面对踢法硬朗的对手
并未落下风，其强硬的对抗能力和顽

强拼搏的精神令人称道。不过，此战
面对技术细腻进攻速度快的墨西哥，
韩国队恐难讨得便宜。

德国VS瑞典
开赛时间：24日02：00

首战爆冷落败的卫冕冠军德国
队，即将迎来宣判命运的时候。与瑞
典之战，再败，就收拾行李准备回家
吧；战平，则可以考虑预定小组赛结
束后的机票了，因为出线希望也渺
茫。当然，如果获胜，德国战车将重
新发动轰隆向前。

德国队首战翻船，原因是多方面
的。但有一点是球迷们都能看到的，
那就是德国队员明显不在状态。就
算状态不佳，德国队在场上还是创造
了不少得分机会，这说明他们的整体
实力并没有出现太大下滑。问题是，
经过几天的调整，他们能否恢复到正
常状态？ ■ 林永成

德国战车能否冲过“生死线”？
比利时墨西哥剑指两连胜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海报集团
全媒体中心记者易帆）“我喜欢世界
杯，源于2002年的那届世界杯，中国
队出线了，令人兴奋不已。”22日，球迷
刘原原告诉记者，他报名参加了海南
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媒体在2018年世
界杯足球赛期间联动举办的“我为球
狂·2018世界杯首届海南球迷节”。

刘原原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很喜欢
足球，经常在村子里组织些业余足球比

赛，受父亲的感染，他也十分喜欢足球运
动。2001年10月7日，那一天令他印象
深刻，喜欢足球的村民们早早地便聚到
他家来，守在电视机前观看中国队的比
赛。凭着于根伟的进球中国战胜阿曼
队，首次闯入了世界杯，“终场哨响起那
一刻，我与父母激情相拥！那一刻太多
感动，太多泪水，我们出线了，我跳了起
来，异常兴奋。”从那一刻起，刘原原便
时刻关注着中国队，关注世界杯，希望

能在世界杯上再次看到中国队的身影。
刘原原不仅喜欢看球，也喜欢踢

球。他告诉记者，从中学开始他便加
入了校足球队，直至上大学时，他仍
梦想成为一名专业足球运动员。但
后来因身体原因，最终还是放弃了。
如今刘原原加入了海口民间足球队，
偶尔跟着队友们踢友谊赛，“只要能
够继续在绿茵场上奔跑，就是一件特
别快乐的事。”刘原原说。

■ 王黎刚

巴西队战胜哥斯达黎加队的过程一波三
折，这场比赛就像一场英冠或英超的保级战，
悬念到补时阶段才揭晓。

开场后，哥斯达黎加队踢得不慌不忙，尽
管球队以防守为主，但他们的反击很坚决。
哥斯达黎加队排出541的阵型，意图很明显，
拿不了三分，也要把这一分攥紧。弱队打强
队怎么踢，哥斯达黎加队在一段时间内的踢
法值得称道。开场后20分钟，哥斯达黎加队
踢得很有“弹性”，防守时七八名球员在本方
禁区前扎成篱笆，由守转攻后，四五人能快速
冲到巴西队禁区前沿。当然，这么踢要求球
员技术不差，速度要快，这些哥斯达黎加人都
具备了。上半场35分钟后，哥斯达黎加队开
场的那股士气逐渐被压制了下去，场上基本
形成了巴西主攻、哥斯达黎加队主守的局
面。一旦哥斯达黎加队心无旁骛地投入防
守，巴西队也无可奈何。

皇马俱乐部的“绯闻门将”、巴西国门阿
利森和皇马现任门将、哥斯达黎加门将纳瓦
斯的同场竞争蛮好看，尽管他俩无法直接“对

话”，但这种隔空拼内力，也很吸引球迷。由
于哥斯达黎加队给阿利森的压力不大，他没
有太多的表现机会，相反在巴西众星的狂轰
烂炸下，纳瓦斯成了场上最忙的人，他扑出了
内马尔多次有威胁的射门。

阿根廷队已经折戟沉沙，小组出线希望渺
茫，球迷们真不希望巴西队再步南美兄弟的后
尘，爆冷负于哥斯达黎加队。要是世界杯16强
赛同时没有了南美双雄巴西和阿根廷，实在大
煞风景。在2002年世界杯赛上，巴西队5：2轻
取哥斯达黎加队，16年后，巴西队重演了在世
界杯小组赛战胜哥斯达黎加队的一幕。不过，
这次胜得太惊险。从结果上看巴西队笑到了
最后，但队中球星的数量和质量已经远不如
16年前。现在，巴西队能称得上巨星的只有
内马尔一人，身价1.6亿欧元的库蒂尼奥绰号

“小魔术师”，他除了一脚“穿云箭”式的射门
外，传球和过人看不出有什么“魔性”。

这支巴西队虽然在技战术上没有独到之
处，队中巨星因伤限制了发挥，但它却是最近
几届巴西队中最顽强的，不到终场哨响，绝不
放弃。从争冠的角度看，这支巴西队是最大
热门。

这支巴西队很顽强

球迷刘原原：

盼中国队再次闯入世界杯

球迷有奖竞猜

竞猜场次
德国VS瑞典

（开球时间6月24日02：00）
竞猜：该场比赛的结果为：
A、德国胜 B、瑞典胜 C、战平

上期中奖球迷（第八期）

下期竞猜（第十期）

恭喜以下南海网网友中奖⬇

恭喜以下海南日报网友中奖⬇

恭喜以下南国都市报网友中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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