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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球迷评选

投票页面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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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球迷三人行
世界杯“她力量”
贡献的不止是颜值

南海网独家策划视频

球迷有奖竞猜

上期中奖球迷（第二十三期）

恭喜以下南国都市报网友中奖⬇

恭喜以下南海网网友中奖⬇

恭喜以下海南日报网友中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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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季军之争不是鸡肋之战

名记专专栏

广告

现有海南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工业用地
一块，66亩。现向社会寻求合作伙伴。有意
者请到海口市金盘路 30 号海南日报社新闻
大厦11楼房地产公司领取该项目相关资料。

咨询电话：
李先生：17733151699
翁先生：13322095818
刘女士：0898-66810879

18976733779

招商公告通 告
我行定于2018年7月15日凌晨进行计算机系统升级，

15日凌晨4：00—7：30之间我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自助终
端停止对外服务，15日凌晨4：00—4：05以及6：00—6：20
期间我行所有业务均不能办理。

系统升级后如果您在业务办理过程中遇到疑问，请通过
短信或电话方式咨询95588。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分行

2018年7月14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征询权属异议的通告
海土资美兰字〔2018〕459号

冯志明、林月宜、冯尔波、冯尔群持《土地权属来源证明》、《房屋
所有权证》、《公证书》等材料向我局申请国有土地使用权权属确认
的业务。该宗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新西二街6号，宗地四
至为:北至巷道，南至新西二街，东至冯尔东用地，西至符永财用
地。土地总面积为132平方米，为国有土地，拟将该宗地发证面积
132平方米使用权权属确认给冯志明、林月宜、冯尔波、冯尔群。

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的，自刊登之日起15天内，以书面形
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申诉，逾期不主张申
诉则视该土地权属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对土地权属进行确认。

特此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7月12日

(此件主动公开，联系人:李先生，电话: 65336234)

关于对村级组织涉黑涉恶线索举报的公告
为了全面了解我省基层组织的建设情况，防止黑恶

势力渗透侵蚀基层政权、破坏村（居）事务，为2019年村
级组织换届工作中选齐配强村级领导班子打好坚实基
础。我厅特设村级组织涉黑涉恶举报电话：65332605，
电子邮箱：jzc65332605@163.com，信箱：海南省民政厅
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地址：海口市海府路59号，邮政
编码：570204。欢迎广大人民群众对村级组织涉黑涉恶
线索进行据实实名举报。

海南省民政厅
2018年7月11日

今日赛事
预告

7月14日

22：00直播
英格兰VS比利时

CCTV-5

■ 陈涛

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对阵双方出
炉，法国大战克罗地亚。国足和中超
那家球衣赞助商高兴了，因为继
2016年欧洲杯决赛后，又是他们赞
助球衣装备的两支球队进了最后的
决赛。要知道这家公司世界杯赞助
的球队只有10支。世界杯官方服装
和用球尽管是另外一家著名品牌赞
助，但决赛镜头却满是“对号”的身
影，也确实是有苦说不出。

世界杯期间他们赞助的球队有
12支。其实现在世界杯期间有一个
被忽视的利润点，那就是运动品牌
的球衣以及相关产品的销售。我们
都知道世界杯期间穿一件自己支持
球队的球衣是一件非常应景的事

情。要知道上一届世界杯决赛对手
时德国和阿根廷，当时服装赞助商
的球衣仅是德国队全球就卖掉了
900万件。

可就目前的销售价格来说，真的
是看人下菜碟。强队在自己的品牌
赞助商那里都是得到了大合同。赞
助商世界杯期间大量生产球衣准备
售卖给球迷，可当球队被淘汰之后，
那么，球衣的价值也直线缩水，打折
的力度几乎达到了一半。如等到世
界杯结束，热度降低，那就很少有人
再买球衣了，世界杯期间是各大运动
品牌球衣出货的绝佳良机。可世界
杯赞助商赞助的那三支超强队德国、
阿根廷和西班牙，居然都未能进入八
强。如不打折，球衣将滞销，所以降
价已经在全球开始。在俄罗斯因有

众多球迷前来，各大商场的体育用品
店都囤积了大量的球衣以及球队的
相关产品，可球队被淘汰了，他们的
球衣却没卖完。怎么样？打折销售
是必须的。以阿根廷、西班牙和德国
为例，他们原价6990卢布（人民币
747元）的球衣，现在只需要3990卢
布（人民币426元）卢布，降幅达到了
3000卢布（人民币321元）。那么，即
使这样销售的情况如何呢？依旧不
好。三家的球衣出现滞销已成为了
必然。打折解决不了问题，还是只能
靠成绩啊！其实，如果中国队能打进
世界杯，国足的球衣能卖多少，1000
万件能不能有？当然这是说笑了，世
界杯不扩军到48支球队，国足都没
有啥希望。

游走于俄罗斯大商场的运动品牌

的店面，你都能看到三队球衣上面都
挂着“SALE（打折）”，截至到7月10
日，进入八强的瑞典队和比利时队的
球衣还没打折，店员说：“比利时队球
衣是他们销售的主力。”让人意想不到
的是，同样没进入八强的墨西哥队和
哥伦比亚队球衣却依旧价格坚挺不打
折，甚至都没有码。为何？因为两国
到俄罗斯的球迷太多，库存也不足，就
都被球迷买走了。同样遭到打折的还
有世界第三运动品牌赞助的瑞士队和
塞尔维亚队的球衣，你到店后，服务员
就会主动推销：“你是不是需要他们的
球衣，因已经开始打折了。”

世界杯你要买球衣现在可以出
手了！没赶上潮流，似乎也可以赶一
个潮流的尾巴。

（7月12日发于莫斯科）

14日晚，英格兰队将和比利时队
争夺季军，这是一场荣誉之战。虽说
世界杯三四名决赛素有鸡肋之嫌，不
过近10届世界杯的三四名决赛，进
球数都在3球以上。本场比赛攻防场
面估计也会大开大合，相当好看。

比利时队和英格兰队在小组赛
中就有过交锋，在三四名决赛中再度
相遇较为少见。当时小组赛双方的
对决，已经无关小组出线大局，两队
均派出了替补球员上阵。这场季军
争夺战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

双方的比赛态度。
谁也没有想到，这支不被看好的

英格兰队，28 年来首次杀进 4 强。
英格兰队的“杀手锏”是定位球和头
球，但球员的大赛经验并不丰富，在
半决赛场面中占优的情况下，逐渐
失去了比赛的主动权，被克罗地亚
队的莫德里奇和拉基蒂奇这两位世
界级中场大师将比赛的节奏掌控。
虽然无缘决赛，但这支英格兰队取
得了他们21世纪以来最好的世界杯
成绩，并且还是在多方不看好的情

况下，他们已经足够成功，就像主教
练索斯盖特所说的那样，他们可以
昂首离开俄罗斯。

比利时队虽然一直被认为是世
界顶级强队，但每届大赛都难以证明
自己的实力。不过，在本届世界杯比
利时队展示了超强的攻击能力。该
队先后逆转日本队，力克巴西队，在
半决赛中虽然不敌法国队，但他们也
有不少得分机会，可惜运气太差没能
改写比分。

此外，英格兰队的凯恩能否捧

得金靴奖也是一大看点。目前他有
6球入账，最有可能对他形成挑战
的是比利时队收获 4球的卢卡库，
这次直接对决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只要再进一球，凯恩就将成为2002
年世界杯以来在一届世界杯上进球
最多的球员。同时，比利时门将库
尔图瓦也有可能问鼎金手套奖，他
目前以22次扑救位居扑救榜第二，
仅次于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而后者
早已出局。

■ 王黎刚

球迷有奖竞猜

下期竞猜（第二十四期）
竞猜场次

英格兰VS比利时
（开球时间7月14日22：00）
竞猜：该场比赛的结果为：

A、英格兰胜 B、比利时胜 C、战平

■ 新华社记者 王浩宇 树文

俄罗斯世界杯终于迎来终极对
决。15日的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
场，究竟是传统豪强法国队在《马赛
曲》的鼓舞下，奋勇向前重返世界杯
的王者宝座，还是只有420万人口
的克罗地亚上演奇迹加冕“新王”，
为那首震撼今夏的“狂想曲”奏响绚
烂结尾？

如果为这场决赛举行一个拳击
比赛的“称重仪式”，法国和克罗地
亚队从视觉上看在“体格”上不是一
个量级的。

法国全队坐拥10.8亿欧元的世
界杯32强第一身价，格列兹曼、姆
巴佩、博格巴、瓦拉内、乌姆蒂蒂
……“高卢雄鸡”从首发到替补星光
熠熠，晋级决赛之路上在“死亡半
区”连斩阿根廷、乌拉圭和比利时队
三大强敌，状态渐入佳境。克罗地
亚队的实力和家底不如法国队厚
实，也没对方年轻有活力，淘汰赛击
败丹麦、俄罗斯和英格兰队连战三
场加时，相当于比法国队多踢一场
比赛，连番苦战下，核心莫德里奇等
多位主力疲态尽显。

然而，疲惫的克罗地亚人经过
各种极端逆境考验后，眼神中已有
了一种令人望而却步的坚毅。自
1930年和1950年世界杯的乌拉圭
队后，克罗地亚队是所有闯入世界
杯决赛的国家中人口最少的。“逆
转”是他们本届世界杯的一大特色，
胜出的三场淘汰赛均面临过先丢一
球的不利局面。据国际足联官方统

计，克罗地亚队半决赛逆转英格兰
队，是继1998年世界杯的法国队后
第二支先丢球后晋级决赛的球队。

无巧不成书，法国队在1998年
半决赛中逆转的正是克罗地亚队。
当时苏克在下半场开始不到一分钟
为克罗地亚队取得1：0的领先，不
料法国队铁卫图拉姆此后居然两度
远射得手反超比分。法国队之后击
败巴西队成就队史首冠。算上正式
比赛和友谊赛，法国队在双方的五
次交手中三胜两平未尝败绩，心理
上占据一定优势。

不过“天时”对克罗地亚队有
利。世界杯充满着各种神奇的“魔
咒”和“定律”，其中一个就是凡尾数
逢8的世界杯年，都会诞生新冠军
——1938年的意大利、1958年的巴
西、1978年的阿根廷、1998年的法
国。此番克罗地亚与这个神奇的

“定律”相遇，能否成为第九支捧起
世界杯冠军奖杯的球队？

即使吉星高照，想夺冠还得靠真
刀真枪。由于拥有莫德里奇和拉基
蒂奇的“双核”配置，克罗地亚队一路
上基本能在中场压制住对手，从而控
制局面。但面对法国队的坎特和博
格巴，这对世界杯目前为止抢断能力
最强的中场组合，克罗地亚“双核”必
然陷入苦战。尤其是体能堪忧的莫
德里奇碰到精神抖擞的坎特，一旦前
者过不了这道“坎”，“格子军团”的进
攻十有八九将陷入瘫痪。虽然克罗
地亚队擅打逆风球，但面对法国队犀
利的反击和坚固的防线，先丢球几乎
意味着“死刑”。

法国队目前最明显的
问题是锋线的终结能力。
半决赛对阵比利时队，法
国队 1：0 领先后获得
大把反击良机却均被
挥霍，中锋吉鲁表演

“花式吐饼”，延续
着本届比赛的“进
球荒”，但球队
打攻坚战又离
不 开 他 的 支
点作用。淘
汰乌拉圭和
比利时队，
法 国 队 都
是靠定位
球打开的
局 面 ，或
许是时候
跟“ 定 位
球大师”
英 格 兰
队 学 两
招 了 。
本 场 决
赛不仅是金
杯之争，也将是金球之争。莫德里
奇和姆巴佩被视为世界杯金球奖
大热，格列兹曼也有望一争。而对
莫德里奇来说，如果能够率队夺
冠，他将有望问鼎2018年金球奖，
成为打破过去十年C罗和梅西垄
断金球奖的“破局人”。

世界杯，决赛夜，一生所向，一
切皆有可能。

（新华社莫斯科7月13日电）

法国对决克罗地亚——大国崛起VS小国奇迹

决赛夜 争金杯 抢金球

现在能买钟爱球队的球衣了

今天今天
看啥看啥

明天明天
看点看点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俄罗斯世界杯接近尾声，赛场上的瞬息万

变牵动着亿万球迷的心。上世纪80年代的
前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家喻户
晓，然而在俄罗斯这片热土上广大球
迷们同样不相信眼泪，他们追随球
队转战南北，与球队同呼吸，共
命运，把欢乐和泪水洒在了绿
茵场上。

（本版照片均由新华社发）

猫不是神算
新华社莫斯科7月13日电（记者潘毅 郑道

锦）自德国一家水族馆的章鱼“保罗”成功预测德
国队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的所有比赛结果后，
动物“神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世界各大足球赛
事中。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俄罗斯也推出了“官方”
预言帝—— 一只来自圣彼得堡冬宫的埃尔米塔
日博物馆、名叫阿克琉斯的白猫。

每场比赛前，阿克琉斯被抱到一张放着两
碗猫粮的桌子上。猫粮上插着参赛队的国旗，
阿克琉斯最终选择进食的那碗猫粮就是将获胜
的球队。

据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阿克琉斯耳聋，不会
受到任何声音的干扰或提示。也因为耳聋，它的
其它器官机能要更强一些。

阿克琉斯预测揭幕战俄罗斯对沙特时可谓一
波三折，但最终它正确地选择了东道主。此后它
还“猜对”了俄罗斯胜埃及、伊朗胜摩洛哥、巴西胜
哥斯达黎加等比赛。但它也出现不少重大失误，
比如：它预测尼日利亚战胜阿根廷获小组出线、瑞
士胜瑞典晋级八强、比利时胜法国进入决赛等。

总的来看，阿克琉斯的命中率高于其它一些
“非官方”预言家，比如萨马拉的白山羊、索契的水
獭、加里宁格勒的河马和下诺夫哥罗德的貘，但远
未达到章鱼“保罗”神算般的水准。

克罗地亚
队球员洛夫伦
在半决赛获胜
后庆祝。

7月1日，在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以总比分
4∶5不敌俄罗斯队后，一名西班牙队球迷黯然神伤。

7月6日，在四分之一决赛乌拉圭队以0∶2
不敌法国队后，一名乌拉圭队球迷哭泣。

6月25日，在B组比赛伊朗队以1∶1战平葡
萄牙队被淘汰出局后，一名伊朗队球迷痛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