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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融创·观海苑项目位于文昌市文城镇清澜高隆大道东侧
地段，建设单位为海南文昌之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项目总用
地面积43566.85平方米（折合65.35亩），属《文昌市清澜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内。该项目修规经第48次市城市规划
委员会审议通过，规划指标为：总用地面积43566.85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95213.44平方米（其中计容建筑面积86262.36 平
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 8951.08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
86794.27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8419.17平方米，容积率1.98，
建筑密度15%，绿地率40%，建筑限高15层（44.5米），住宅总
户数758户，总停车位616辆。现建设单位申请在各项经济指
标不变的前提下，调整地下建筑面积和户型面积，调整后的规
划指标为：总用地面积43566.85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9418.1
平方米（其中计容建筑面积86262.36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
13155.74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86804.13 平方米，地下建筑
面积 12613.97 平方米，容积率 1.98，建筑密度 15%，绿地率
40%，建筑限高15层（44.5米），住宅总户数758户，总停车位
616辆。以上内容符合规划要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
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项目修规调整批前公
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8年11月21日至12月5日）；
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建设项目现场；
3、公 示 意 见 反 馈 方 式 ：（1）电 子 邮 件 请 发 送 到 ：

wcup0898@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
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
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
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周文丽。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融创·观海苑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调整批前公示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1月21日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土告字〔2018〕2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
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买），申请
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
寄、电子、口头报价。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
按照项目规划设计条件及满足开发建设要求且出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
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申请
人可于2018年11月21日至2018年12月21日到文昌市国土资源局三楼
土地利用管理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土地产权交易）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五、申请人交纳竞买
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12月21日17时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
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18年12月21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18年12月14日8时00分至2018年12月24日
15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
厅进行。（2018年12月24日15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召开挂牌现场会）。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
项：（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成交确认书》约定与文昌市国
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
出让金。（二）根据《海南省文昌市月亮湾北部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市
政府《关于同意建设月亮湾高级旅游服务区的批复》（文府函〔2014〕791
号）要求，本次出让宗地属月亮湾高级旅游服务区项目建设用地。该宗用
地范围内压覆了国家出资探明的文昌市昌洒镇东群锆砂矿区矿产资源储
量锆英石8.20吨、钛铁矿33.04吨（矿区所设置的采矿区于2014年9月已
灭失），省国土资源厅以琼国土资函〔2017〕1203号文已经批准同意压覆
上述矿区的矿产资源储量。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压覆矿审批
手续。（三）竞得该宗土地后，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市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项
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以及有关部门的行业规定，在1年内动工建设项目，

2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四）本次出让宗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
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
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
件。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
地块净地条件无异议。（五）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20个工作日内签订
出让合同，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60%的首付款，余款要
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分期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受让
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国有建设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按照支付第
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
息。（六）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文昌注册公司进行项目开发，拟注册成
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请人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
成立时间等内容。如已在文昌注册具有相应土地开发资质的公司，可不
再注册公司。（七）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
质、压覆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八）按照《关于印发<
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标准（试行）>的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
有关规定，本次出让宗地的投资强度不低于300万元/亩，年度产值不低
于450万元/亩，年度税收不低于12万元/亩，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签
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市商务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
和用地准入协议》。（九）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
准。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清澜开发区一横路、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联 系 人：林先生 杨先生
李先生。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65303602 68555961。查询网
址：http://www.ggzy.hi.gov.cn；http://www.hnlmmarket.com/

文昌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1月21日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17)-15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月亮湾北部

起步区地段

面积（m2）

4998.04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加
油加气站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0.5；建筑密度≤30%
绿化率≥30%；建筑限高≤10米

挂牌起始价（万元）

922.1384

竞买保证金（万元）

554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土告字〔2018〕1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
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买），申
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
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
按照项目规划设计条件及满足开发建设要求并出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
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申请
人可于2018年11月21日至2018年12月21日到文昌市国土资源局三
楼土地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
产权交易）获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
金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12月21日17时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
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18年12月21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18年12月14日8时00分至2018年12月24
日10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
易厅进行。（2018年12月24日10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召开挂牌现场会）。七、其他需要公告的
事项：（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成交确认书》约定与文昌市
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
土地出让金。（二）根据《文昌市航天大道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本次
出让宗地属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项目(即海南广电文昌传媒中心项目)配套
设施建设用地。（三）竞得该宗土地后，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市规划主管部门
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以及有关部门的行业规定，在1年内动工
建设项目，2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四）本次出让宗地按净地条件出
让，即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
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具备动工开发

所必需条件。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
视为对出让地块净地条件无异议。（五）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20个工
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60%的首
付款，余款要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分期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价款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时，同意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
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六）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文昌注册公司进行
项目开发，拟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请人应在申请书中明
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如已在文昌注册具有相应土地
开发资质的公司，可不再注册公司。（七）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
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
设。（八）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标准（试行）>的通
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有关规定，本次出让宗地的投资强度不低
于1116万元/亩，年度产值不低于450万元/亩，年度税收不低于12万
元/亩，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
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
与文昌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委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
入协议》。（九）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八、
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海南省政府
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联 系 人：林先生 杨先生 陈先
生。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65203602 31982239。查询网址：
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www.hnlmmarket.com/

文昌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1月21日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17）-5-3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文城镇航天
大道南侧地段

面积
11493.52平方米
（折合17.24亩）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商
业商务混合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3.0；建筑密度≤45%
绿地率≥25%；建筑限高≤90米

挂牌起始价（万元）

3723.9005

竞买保证金（万元）

2235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土告字〔2018〕5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
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买），申
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
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
按照项目规划设计条件及满足开发建设要求并出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
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申请
人可于2018年11月21日至2018年12月21日到文昌市国土资源局三
楼土地利用管理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
口（土地产权交易）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五、申请人交纳
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12月21日17时00分（以竞买保证金
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
局将在2018年12月21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18年12月14日8时00分至2018年
12月24日11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土地交易厅进行。（2018年12月24日11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召开挂牌现场会）。七、其他需
要公告的事项：（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成交确认书》约定
与文昌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合同约定
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二）根据《文昌市月亮湾北部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要求，本次出让宗地属海南庆龄双语学校项目建设用地。该宗用地范
围内压覆了国家出资探明的文昌市昌洒镇东群锆砂矿区矿产资源储量锆
英石530.20吨、钛铁砂3092.00吨（矿区所设置的采矿权于2015年2月
已灭失）。省国土资源厅以琼国土资函〔2017〕1200号文已经批准同意
压覆上述矿区的矿产资源储量。（三）竞得该宗土地后，竞得人须严格按照
市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以及有关部门的行业规
定，在1年内动工建设项目，2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四）本次出让宗

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
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
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
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净地条件无异议。（五）土地出让成交
后，必须在2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必须缴纳
出让价款60%的首付款，余款要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分期支付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六）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
在文昌注册公司进行项目开发，拟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
请人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如已在文
昌注册具有相应土地开发资质的公司，可不再注册公司。（七）竞得土地
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矿、消防、环保等审
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八）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
标准（试行）>的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有关规定，本次出让宗地
的投资强度不低于302万元/亩，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市教育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
入协议》。（九）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八、
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海南省政府
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联 系 人：林先生 杨先生 金女
士。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65203602 68538965。查询网址：
http://www.ggzy.hi.gov.cn；http://www.hnlmmarket.com/

文昌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1月21日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18）-2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滨海旅游快
速干道西侧地段

面积
16063.64平方米
（折合24.095亩）

土地用途
教育用地

（中小学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0.8；建筑密度≤20%
绿地率≥40%；建筑限高≤30米

挂牌起始价（万元）

1493.9185

竞买保证金（万元）

897
“文昌鲁能希尔顿酒店”项目位于文昌市龙楼镇淇水湾，

建设单位为海南亿隆城建投资有限公司，该项目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证号为（临）建字第
469005201500109 号；2015年 4月 30日、2015年 11月 26日取得
《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变更确认通知》，编号2015022号、2015072
号，批建指标详见附图。现建设单位申请该项目修规二期部
分内容调整，经我委组织专家论证，拟调整修规整体的规划指
标 为 ：总 用 地 面 积 118494.14( 约 为 177.74 亩)，总 建 筑 面 积
84518.61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54552.21 平方米，地下建
筑面积29966.4 平方米），总占地面积23972.96平方米，容积率
0.5，建筑密度 20.23%,绿地率 45%，建筑最高 5 层，停车位 368
辆；调整后的规划内容符合控规要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
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项目修规调整进
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8年11月21日至12月05日）；
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文昌市政府网；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市政府大

院西副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
571339；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
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周文丽。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文昌鲁能希尔顿酒店”项目修建
性 详 细 规 划 调 整 批 前 公 示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1月21日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记者
王黎刚）经过90分钟的鏖战，世界排
名第75位的国足在海口五源河体育
场举行的热身赛中，以1∶1战平世界
排名第99位的巴勒斯坦队。这是国
足今年最后一场国际A级比赛，也
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来第一
次举办国足的正式比赛。

这场比赛也是主帅里皮最后一
次率领国足在主场踢正式比赛。本
场比赛吸引了3.168万名球迷到场
观战，在主席台的对面，海南球迷悬
挂了一幅用中文和意大利文书写的
横幅：里皮先生，谢谢您，以此表达对
里皮的喜爱和尊敬。

主场作战的国足在球迷的助威
下踢了一个漂亮的开局，第8分钟，
国足在右路主罚任意球，后卫冯潇霆
禁区内高高跃起头球得分。国足的
进球点燃了球迷的激情。在看台

上，1000多名中国龙之队球迷组成
的球迷方阵和海口天涯足球球迷俱
乐部的方阵遥相呼应，带领全场球
迷加油助威。1球领先的国足随后
还觅得几次得分良机，可惜与进球
失之交臂。

顶住了国足上半场的攻势后，巴
勒斯坦队下半场突然“变脸”，他们发
挥出了娴熟的个人技术，将国足的后
防线搅得漏洞频出。第65分钟，巴
队利用熟练的传切配合，从国足左路
撕开空当后，11号亚瑟带球突入国
足禁区后低射得分。比分变为1∶1。

此后一段时间，里皮换上了高
中锋肖智，试图用长传冲吊威胁对
手的球门。无奈，巴勒斯坦队门将状
态神勇，几次精彩的扑救化解了国足
的进攻。

最终，两队1∶1战平。国足没能
用一场胜利献给海南球迷和里皮。 6号冯潇霆（右）上半场为中国队首开纪录。图为国足进球瞬间。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虽然没能战胜对手，但我较为
满意球员的表现。”20日晚上，中国
男足1：1被巴勒斯坦逼平，国足主教
练里皮对平局心有不甘，但他表示：

“虽然没能战胜对手，但我较为满意
球员的表现。”

这是国足今年最后一场正式
热身赛，虽然和对手打平了，但里
皮没有怪罪球员。他认为，国足上
半场创造出几个好机会，但是没有
把握住。下半场作出一些调整，可
能由于部分球员因联赛刚结束，身

体有些疲劳，造成比赛中出现失误
较多。

里皮表示，这场比赛结束后，国
足会进行为期40天的集训，备战亚
洲杯。他认为通过40天集训调整，
国足队员的身体、状态等方面的调整

会达到预期。
对于参加亚洲杯球员的选择问

题，里皮表示：“我依然认为，我现在
选的队员就是大体上的亚洲杯名
单。同时张琳芃和郑智下一期肯定
会出现在集训名单中。”

对于国足挑选的热身赛对手，里
皮坦言：“很多媒体提到我们热身赛
对手不太强的问题。但看了亚洲杯
之后，相信大家会对我们的热身赛质
量有个定论。”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

本报讯 2018首届海南国际旅游
岛休闲体育大会（简称海体会）20日
在海口市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海南日报记者在会上获悉，海南将用
8年到10年左右的时间，逐步把海南
打造成体育旅游基础设施完善、项目
布局科学合理、赛事活动丰富新颖、
旅游服务优质高效的国际知名的体
育旅游目的地。

2018 首届海体会以“探索融合

发展新路径、打造体育旅游新标杆”
为主题，集“会”“展”“赛”于一体。
其中会议部分，共分为“以国际视野
构建海南休闲体育新格局”海南休
闲体育商务论坛、“运动休闲特色小
镇，打造健身休闲产业新支点”发展
论坛、“挖掘休闲体育潜能，培育体

育产业新引擎”体育产业研究论坛3
大论坛。

本届大会设立了约8000多㎡的
休闲体育展览，海南本岛和岛外休闲
体育赛事、体育旅游、体育培训、体育
康养以及全民健身等5大领域有代表
性的企业参展。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副
厅长曹远新表示，海南将按照“着力产
业培育、着力融合发展、着力品牌塑
造”的工作要求，出台一系列政策措
施，深化“放管服”和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为体育旅游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
投资环境。

据了解，大会期间还将举行两场
海南国际旅游岛WCGC国际高尔夫
邀请赛，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位
企业家和参展商代表参赛。首届海体
会将于22日结束。据悉，今后海体会
每年举办一届。

本次大会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厅、省商务厅和海口市人民政
府主办。

（王文）

上半场冯潇霆首开纪录 下半场后防线漏洞频出

国足海口热身赛战平巴勒斯坦队
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收帆

海南选手包揽
年度男子总成绩前三名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8年国际旅游岛帆
板大奖赛（简称WGP）海口站比赛日前在西秀海滩
落幕，海南风帆航海俱乐部队员包揽WGP年度男
子总成绩前三名。

本次赛事共吸引了国内21家帆板俱乐部、近
200名帆板爱好者参赛。比赛分为三站：河北秦皇
岛站、海南东方站和海口站，赛程历时三个月。

今年赛事新增WGP年度男子总成绩奖项，男
子总成绩第一名也被视为年度总冠军。最终WGP
年度总冠军由来自海南风帆航海俱乐部的马云龙摘
得，同样来自该俱乐部的党国生和杜修扬分获第二
名和第三名。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海
口市人民政府主办，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海口市文
体局、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承办。

欧国联A级别四强产生

荷瑞葡英明年6月争冠
本报讯 北京时间11月20日，在首届欧足联

国家队联赛（简称欧国联）A级别比赛中，荷兰队在
最后时刻连进两球，客场和德国队战成2：2。凭借
此场比赛收获的1分，荷兰在同分的情况下凭借相
互战绩力压世界杯冠军法国夺得小组第一。

至此首届欧国联A级别的四强球队已经全
部诞生，他们是荷兰、瑞士、葡萄牙和英格兰，这四
支球队将进行最后的淘汰赛决出冠军。半决赛抽
签将在12月3日进行，而半决赛将于6月5日和6
日进行；三四名决赛和决赛将在6月9日进行。
这四场比赛都将安排在葡萄牙进行，届时首支欧
国联冠军球队将诞生。 （小新）

海南国际旅游岛休闲体育大会海口举行

国足主帅里皮：上半场机会多但没把握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