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人 120：96太阳

独行侠 114：110快船

黄蜂 109：119鹈鹕

热火 102：100爵士

76人 103：95灰熊

马刺 131：118开拓者

NBA昨日战报

英超第14轮战报
（比赛时间：北京时间12月3日）

阿森纳4：2热刺

利物浦 1：0埃弗顿

切尔西2：0富勒姆

大侃台

■ 阿成

北京时间 12月3日凌晨，英超第
14轮上演引人瞩目的北伦敦德比战，
阿森纳主场4：2力克近期状态爆棚的
热刺，排名回到他们熟悉的第四位，英
超著名的“争四郎”重回欧冠区。更值
得一提的是，枪手目前在各项赛事已
保持 19 场不败。虽然枪手的积分离
榜首还差得远，19场不败也算不上奇
迹，但他们战绩的稳定回升，以及在多
场比赛中展现出的坚韧和血性，已足
可摘掉“软脚蟹”的帽子。

阿森纳的功勋主帅温格终于不再
恋栈，上赛季结束后卸下了执掌20余
年的枪手帅印。教授曾率领阿森纳建
立霸业，但“温格时代”中后期，枪手战
绩下滑，还落下“软蛋”的恶名。温格
后期的枪手，球风依然华丽但华而不
实，不善打恶仗硬仗，关键时刻经常掉
链子，习惯性的高开低走令人大失所
望。温格下课可谓顺应民意，但人们
也不禁为“后温格时代”枪手的命运担
忧，毕竟球队处于重建的开始，而新帅
埃梅里也是颇受争议的人物。

本赛季初，阿森纳一度跌落英超
中游，“枪迷”的忧虑更重了。出人意
料的是，埃梅里没多久，就率领球队摆
脱低迷，走上不断提升的轨道。如今，
对埃梅里的质疑声早已消失，包围他

的是种种赞誉。人们称赞埃梅里对球
队技战术的改造立竿见影，埃帅的临
场指挥灵活多变又激情四射。更令人
赞叹的是埃帅对球队风格的塑造，他
给球队注入了血性，让球员们找回了
信心。在阿森纳此前的19场不败中，
不乏战况胶着甚至比分落后的比赛，
要是在以前，球风偏“软”的枪手往往
会崩溃，但如今的枪手却能咬牙坚持，
甚至能逆转获胜。

阿森纳的蜕变有目共睹，但也
没有必要神化埃梅里，别忘了，他上
赛季是怎么从大巴黎灰溜溜地下课
的。埃梅里曾经率领塞维利亚取得
欧联杯三冠，却在阵容豪华的大巴
黎无所作为。或许可以说，埃帅能
让具备一定实力的球队提升档次，
但驾驭豪门球队的能力却有待证
明。以阿森纳如今的实力，称霸英
超恐是奢望，但他们重回强队之列，
无疑能让英超的争夺更精彩刺激。

新华社巴黎12月2日电 2020
年欧洲杯足球赛预选赛抽签仪式2
日在都柏林举行，欧足联旗下55个
成员协会代表队落入10个小组。德
国与荷兰被分在C组，这也是两支欧
洲足坛劲旅继欧洲国家联赛后再次
进入同一小组。

此前的欧洲国家联赛小组赛阶
段，德国与荷兰、法国身处同一小组，
结果德国队小组垫底，只能由A级降
入B级联赛。此次欧洲杯预选赛与

德国、荷兰在同一小组的还有北爱尔
兰、爱沙尼亚以及白俄罗斯。

“很开心再次遇到荷兰，这将会
是很有意思的对决。”德国队主教练
勒夫说。谈及2019年的目标，勒夫
认为，除了晋级欧洲杯决赛圈，还要
给队里年轻球员提供成长空间，让这
些新生代球员承担起更多责任。

卫冕冠军葡萄牙与乌克兰、塞尔
维亚、立陶宛和卢森堡进入B组。世界
杯冠军法国队身处H组，同组球队还

有冰岛、土耳其、阿尔巴尼亚、摩尔多
瓦以及安道尔。英格兰队则与捷克、
保加利亚、黑山和科索沃同处A组。

2020年欧洲杯预选赛将于2019
年3月至11月举行。10个小组各自
前两名球队晋级决赛圈，最后四个决
赛圈名额通过附加赛产生，而参加附
加赛的球队根据欧洲国家联赛小组
排名确定。

2020年欧洲杯决赛阶段比赛将
于当年6月12日至7月12日举行。阿森纳队球员奥巴梅扬（左）和贡多齐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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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招租公告
我司现有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12号，海汽机关大院

小区内“海南汽运幼儿园”房产（面积约780m2）公开招租，经

营业态为普惠性幼儿园，欢迎意向承租人前来咨询报名。报

名截止日期：2018年12月17日。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81号华运大厦901室投资发展部

联系人：（杨先生：65389930/18689964949）

招租监督电话：庄先生0898-65393209

海南海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4日

废旧PS版处置
招标公告

我公司对废旧PS版处置进行招标，总量大
约30吨，欢迎具有回收资质的厂商前来投标。
标书领取时间是即日起至12月7日止。

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五楼。
联系人及电话：
潘女士13976080208
林先生13876700807

润版液招标公告
海南日报社印刷厂对2019年度润版液进行公开采购，欢迎合

格的供应（厂）商前来投标。
一、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本招标项目海南日报社印刷厂

2019年度润版液采购（项目编号：HNRBYSC-2018-3）由海南日
报社进行招标事宜，其下属部门海南日报社印刷厂为项目出资人，
采购数量以合同期实际需求为准，送货地址为海口市金盘路30号。

二、投标人资格:(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
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二)投标人须是投标产品的
生产商或生产商授权的代理商（经销商）；(三)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一)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8
年12月7日止；(二)标书发售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
印刷厂五楼材料部；(三)标书售价：￥100元/份（售后不退）；(四)保
证金为：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元）。

四、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及地点:(一)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
间：2018年12月21日10:00时；(二)开标时间：2018年12月21
日；(三)开标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新闻大厦。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潘女士0898-66810760 13976080208
林先生0898-66810760 13876700807

中国电信海南公司
系统升级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我公司将于2018年12月

7日20:00至12月9日08：00对业务系统进行升级，届时

将影响实体营业厅、网上营业厅、欢Go客户端、微信公众

号、第三方合作渠道、10000/10001客户服务热线等渠道

的业务受理及查询服务。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中国电信海南公司

2018年12月4日

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18年12月18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拍卖大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
卖：海南国际能源航务公司债权，债权本息截至2018年9月30日合计
16,658,229.21元，其中本金2,500,000.00元、利息14,158,229.21
元。参考价人民币：350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200万元。下列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拍卖标的：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
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员等有直系亲属的人员。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2018年12
月17日止。收取竞买保证金：2018年12月17日16:00止，以款到账
为准。有意者，请到我公司了解详情，按规定时间缴纳竞买保证金并
办理竞买手续。地址：海口市玉沙路19号城中城A幢4楼。电话：
0898-31355988 13707589398。网址：www.typm.com

宝源花园三期交房公告
尊敬的宝源花园三期业主：

您好!我们十分荣幸的通知您，您所购买的海南省海口市宝源花
园三期10#、11#、12#楼，已符合交付标准，我司定于2019年1月1日
起交付使用，我们热诚的欢迎您前来办理收房手续，同时衷心感谢您
对我们的支持与配合。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98-68639999
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海玻路26号宝源花园营销中心

海南浚升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3日

关于征询权属异议的通告
美兰土资字〔2018〕706号

甘传钦、陈亚萍持《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9
琼行终字第128号)、《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等材料向我局申请国有
土地使用权权属确认。该宗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大英菜街17号，
宗地四至为:北至廖文杰用地，南至大英菜街，东至巷道，西至巷
道。土地总面积为133.62平方米，为国有土地，拟将该宗地使用
权权属确认给甘传钦、陈亚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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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

2018年11日29日
(联系人:王先生，电话: 65360879 )

关于征询权属异议的通告
美兰土资字〔2018〕700号

邢诒玲持《建筑修理许可证》((1970)城建管字第015号)、
《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等材料向我局申请国有土地使用权权属
确认。该宗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红坎坡83号，宗地四至为:北
至巷道，南至巷道，东至陈南生用地，西至蔡亚才用地。土地总
面积为101.90平方米，为国有土地，拟将该宗地使用权权属确
认给邢诒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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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
2018年11月28日

(联系人:王先生，电话: 65360879)

本报海口12月3日讯（记者林
永成）中国男足12月2日在位于海口
观澜湖的中国足球南方训练基地正式
开启备战亚洲杯的集训。国足此次在
海口为期约半个月的集训注重体能训
练，要为亚洲杯赛事储备足够的体
能。国足此次海口集训为全封闭训
练，据悉，集训期间将安排两场热身
赛，对手为中乙球队海南海口队和中
甲球队延边富德队。

12月1日，国足队员和教练团队
在海口观澜湖度假酒店集结。当天
下午，进行了恢复性训练。12月 2
日，训练正式开始。与以往磨合技战
术为主的集训不同，国足此次海口集
训安排了大量的体能训练内容，即便
在技战术训练环节，节奏、强度也非
常大。据了解，本次集训特别强调体
能储备，体能训练将是国足备战亚洲
杯非常重要的一环。里皮的教练组

中有一位体能训练专家，意大利人马
西莫·内里，他曾先后在罗马、尤文图
斯、皇家马德里等欧洲豪门和英格兰
及俄罗斯国家队担任过体能教练，对
于体能训练以及实战中的体能分配
颇有心得。

国足此次集训名单共有27名球
员，其中来自广州恒大和北京国安的
球员占了将近一半。除了北京国安和
山东鲁能的9名队员因参加足协杯决

赛休假4天外，其余18名队员已全部
抵达海口。此前因伤缺席上一期集训
和海口热身赛的郑智、张琳芃，此次重
新归队。而北京国安和山东鲁能的9
名队员将于4日抵海口与球队会合。
届时，国足的最强阵容将在海口集结
完毕。

据悉，国足在海口集训期间，将踢
两场热身赛，对手分别是中甲球队延
边富德队和中乙球队海南海口队。海

南海口队为本地球队，而延边富德队
几乎每年都来海南冬训。

海口集训期间，里皮将初步确定
国足参加亚洲杯的23人名单。12月
15日，国足在海口的集训告一段落，
休整3天后，将于19日凌晨从广州启
程前往卡塔尔多哈拉练。此后，国足
将移师阿联酋征战亚洲杯。第17届
亚洲杯足球赛将于明年1月5日至2
月1日在阿联酋的4座城市举行。

国足海口集训强调体能储备
集训期间将与海南海口队和延边富德队踢两场热身赛

12月2日，雅居乐清水湾·2018陵水国际沙滩半程马拉松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清水湾举行，比赛吸引了1万多
名国内外跑友参加。最终，来自肯尼亚的克奇约翰以1小时12分10秒的成绩获得男子组冠军，来自埃塞俄比亚的
阿巴布以1小时26分47秒的成绩获得女子组桂冠。本届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海南雅
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图为参赛选手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陵水国际沙滩半程马拉松赛在清水湾举行

青少年腰旗橄榄球
训练营海口开营

本报海口12月3日讯（记者郭萃）“2018海
南亲水运动季——青少年沙滩腰旗橄榄球训练
营”12月2日在海口鲁能希尔顿酒店沙滩开营。
近百名4岁到10岁的青少年将进行为期7天的训
练，优秀选手将有机会参加全国腰旗橄榄球联赛。

据了解，腰旗橄榄球是橄榄球的一个分支和
入门项目，既保留了全装备橄榄球原汁原味的攻
防形式，又通过撕腰旗的比赛方式，降低了冲撞
强度，更加安全。本次沙滩腰旗橄榄球训练营将
持续7天，参加训练的孩子们不仅能提高运动技
能，还可在团队协作中磨练意志，提升团队合作
意识。参加训练的沙滩腰旗橄榄球小运动员，经
选拔将有机会组队代表海南参加全国腰旗橄榄
球联赛。

全国高等院校高尔夫冠军赛收杆

海师大队获团体亚军
本报海口12月3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曾丽芹）首届全国高等院校高尔夫冠军赛11月
24日至30日在海口举办。海南师范大学高尔夫
球队表现出色，荣获学生组团体总杆亚军、教师组
个人（A组）总杆冠军。

本届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全国运动
训练竞赛联盟主办，全国运动训练教学联盟、海南
师范大学协办，共有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
院、天津体育学院、海南师范大学等28所高等院
校的代表队参赛，分为教师组和学生组，设男子、
女子个人比杆赛以及团体比杆赛。

海口市青少年
体能竞技赛8日举行

本报讯 由海口市体育运动学校主办的2018
海口市青少年体能竞技比赛将于8日在海口市京
华城中心广场举行。

据悉，本项赛事报名免费，只要是11岁至18
岁、有一定运动基础的青少年均可报名参赛。赛
事分男女共4个组别，设立预选赛和总决赛，共有
10个项目。这是海南首次举行体能竞技比赛。
为了让更多现场观众了解赛事本身，现场设立体
验区，有体验奖品免费赠送。 （体讯）

陵水第三届中小学生
校园足球赛开赛

本报椰林12月3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陈思国）陵水黎族自治县第三届中小学生校园足
球赛于近日开赛。本届比赛吸引了该县中小学校
77支代表队共计1000余名学生参赛。

比赛分为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男子甲乙组、
小学女子甲乙组等6个组别，其中小学女子代表
队是首次组队参赛。赛制为高中组十一人制、初
中组八人制、小学组五人制。据介绍，近年来，陵
水坚持把校园足球运动作为实施素质教育、推进
阳光体育运动的重要抓手，同时纳入中小学艺体
教育“一校一品”工程。目前，该县已有全国青少
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所、省级8所。

本报三亚 12 月 3 日电 （记者
孙婧）2018 全国指弹球精英赛暨
2018“三亚球王”全民健身民间指
弹球争霸赛12月3日启动报名，至
13日截止。这是三亚首次举办指
弹球精英赛。

赛事报名时间为12月3日至13
日，微信搜索“三亚球王”官方公众
号，或登录中国掷球协会官方网站，
即可了解详细的报名信息。12月15

日还将举行裁判员和教练员培训班，
为赛事各方进行更细致的备赛指导。

指弹球也称为弹球、弹珠球，是
不少“70后”、“80后”共同的儿时记
忆。如今作为正式球类运动登上赛
场的指弹球，有了不一样的面貌：
10颗玻璃质球为击打球，红、蓝各
一颗塑质球为母球，在约有斯诺克
球台一半大的球桌上进行双方对
战。比赛中，选手们轮流用母球将

击打球打进桌面凹陷的坑中，先入
6球者为胜。

据赛事组委会工作人员介绍，获
得今年“三亚球王”指弹球争霸赛的
前6名选手，在不代表本单位参加精
英赛的前提下，将由组委会选派组成
三亚市代表队，参加全国指弹球精英
赛。该工作人员表示，“三亚球王”作
为本土品牌全民健身赛事，今年新增
的指弹球和木球比赛，是最大亮点。

阿森纳摘掉“软脚蟹”帽子

“三亚球王”指弹球争霸赛启动报名

2020年欧洲杯预选赛分组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