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苏宁：吴曦、吉翔
上海绿地申花：朱辰杰
天津天海：张鹭、杨旭
重庆斯威：冯劲
天津泰达：木热合买提江

集训名单
上海上港：颜骏凌、贺惯
广州恒大淘宝：郑智、张琳芃、黄博文、徐新、高准翼、

韦世豪、杨立瑜
山东鲁能泰山：王大雷、蒿俊闵
北京中赫国安：于大宝、王刚、张稀哲、李磊、李可、张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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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业余篮球赛八强产生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9海南省业余篮球

公开赛暨2019全国业余篮球公开赛（CBO）海南
区选拔赛日前在海口珠玑体育馆结束小组争夺。
最终，海口珠玑体育、海大福莱、琼海、东方、三亚、
华能东方电厂、白沙、临高携手晋级八强。

据了解，本次海南区选拔赛共有12支球队参
赛。分小组赛、淘汰赛进行比赛，赛事奖励前8名
队伍，冠军得主将代表海南参与全国业余篮球公
开赛总决赛，并获1.5万元奖金。亚军将获奖金1
万元，季军奖金7000元。

本次比赛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

海口启动湿地摄影擂台赛
冠军队可获奖金5万元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计思佳）海南日
报记者5月30日从海口市湿地保护管理中心获
悉，为展示海口在恢复和改善湿地生态功能方面
取得的成就和留下史料，海口即日起启动2019湿
地摄影擂台赛。

此次擂台赛将征集7支参赛队，每队5名摄
影队员（男女不限，其中有1名航拍队员），参赛者
自愿组队并确定一名领队。拍摄主题为海口市建
设国际湿地城市成就、湿地人文风采、湿地自然环
境和生物多样性等。擂台赛将评出一支冠军队，
奖金5万元，前三名将颁发金、银、铜牌。

按时间安排，主办方将于6月9日上午在海
口美舍河湿地公园举办开镜仪式，公布参赛队伍
并进行赛区抽签。10月20日前由专家评委会公
开评比，10月21日至30日进行作品展示及颁奖。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郭
萃）5月30日下午，海口“侨乡风采”
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在滨海新村社
区活动中心开幕。

本次大赛共吸引100多名海内外
优秀摄影师、摄影爱好者参与，收集
摄影作品500多张，经严格评选，最终
评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作品30
件（组）共51张。

海口市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此次摄影展，可以让更多人
了解海南和海口的华侨历史，营造爱
侨、护侨、利侨社会氛围，同时通过摄
影大赛让更多海外侨胞加深对家乡
的了解，积极参与海口的发展建设。

本次活动由海口市侨务办公室
主办，省摄协、海口市摄协协办。

展览将持续至6月2日。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记者肖世尧 公兵）
为备战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预赛
阶段（四十强赛）比赛，中国足协30日公布里皮回
归后的首期24人集训名单，北京中赫国安球员李
可成为首名入籍球员国脚。

在这份名单中，中超“领头羊”北京中赫国安

共有6名球员入选，李可成为首名入籍球员国
脚。广州恒大淘宝队有包括老将郑智在内的7名
球员入选。

新一期的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于2019年
6月3日至12日在广州集训，将与菲律宾队和塔
吉克斯坦队进行两场热身赛。

国足公布24人集训名单
李可成为首名入籍球员国脚

海口举办“侨乡风采”摄影展

5月30日，在澳门举行的2019国际排联世界女排联赛中，中国队3：0
战胜韩国队。图为中国女排队员袁心玥（后中）在比赛中扣球。 新华社发

世界女排联赛澳门站

中国队3：0完胜韩国队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对于
29日“熊猫杯”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
颁奖仪式后韩国一名球员对奖杯做
出的侮辱行为，中国足协30日予以
谴责。

中国足协竞赛部负责人30日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9日晚，中国足
协竞赛部接到“熊猫杯”国际青年足
球锦标赛组委会报告，韩国一名球

员在比赛颁奖仪式后对奖杯做出了
侮辱行为。该事件发生后，赛事组
委会已立即对韩国参赛队伍进行了
严正抗议和交涉，韩国队也意识到
该事件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返回酒
店后立即召开了新闻通气会，队员
朴圭贤和主教练及全体队员对媒体
和公众进行了公开道歉，韩国足协
稍后也向组委会发来了致歉信。组

委会也将事件处理情况第一时间向
中国足协提交了报告。

中国足协对此高度重视，密切
关注和跟踪此事件，并对韩国队员
侮辱赛事奖杯这种非体育道德行为
予以谴责。中国足协30日早上已
向亚足联报告了此情况，并责成赛
事组委会就韩国队员侮辱奖杯的不
道德行为进一步采取相关措施。

中国足协谴责韩国队员侮辱“熊猫杯”奖杯行为

5月29日晚，中国足协就韩国
球员赛后对“熊猫杯”奖杯做出的侮
辱行为，立即对韩国参赛队伍进行
了严正抗议和交涉，韩国队返回酒
店后立即召开新闻通气会对媒体和
公众进行公开道歉。图为5月30
日，韩国U18国家队在成都召开新
闻发布会再次致歉。 新华社发

韩国U18国家队道歉

■ 新华社记者 李华梁 公兵

在球场上攻城拔寨，为国争光，
进而加冕桂冠，荣誉披身，这是多少
足球运动员的梦想。然而，2019“熊
猫杯”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29日晚
的颁奖仪式后，一名韩国球员却用
脚踩奖杯这一令人作呕的方式表达
了他对这份荣誉的态度。

体育比赛总是伴随输赢，随之而
来的就是落寞与狂喜，说这位韩国球
员年轻气盛也好，得意忘形也罢，都
无法改变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他的
这种行为违背了体育道德，背弃了体
育精神，击穿了广大球迷的情感底
线。他踩在脚下的不仅仅是奖杯，还
有他的体育道德和职业精神。

体育赛场内外，道德永远在输赢

之上。违背者必然遭到谴责和鄙视。
这位韩国球员之所以会有这种

行为，其心理出发点是对这支中国男
足 U18 队乃至整个中国足球不屑。
本次“熊猫杯”上，中国U18队三战皆
墨且一球未进，韩国 U18 队三战全
胜，获得冠军。从这个角度来说，韩
国球员踩在脚下的就不仅是奖杯和
道德，还有对中国足球的尊重。

韩国球员踩在脚下的不仅是奖杯

5月30日，在深圳进行的国际乒联世界巡回
赛2019中国乒乓球公开赛男单首轮比赛中，中
国选手马龙以4：1战胜日本选手及川瑞基，晋级
下一轮。图为马龙在比赛中回球。 新华社发

乒球中国公开赛：马龙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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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探索企业“联合上楼”
破解发展空间难题

广告
联系

李亚丹 13976077158

装好踢脚线
为装修设计加分

踢脚线不是装修大项目，却发挥着画龙点睛的作
用。选择合适的踢脚线，能为整个装修设计加分。

踢脚线的主要材质为木质材料、PVC、金属、石
材等，其中木质材料和石材较为常见。如果家中铺
的是木地板，应尽量选择与整体家居风格相匹配的
木制踢脚线，装饰效果更好。

PVC材质的踢脚线价格低廉，可呈现出木纹等
效果，但是长时间使用后容易出现变形、脱落等问
题。

踢脚线的高度一般为8—12厘米。有些大房子
会选择12—15厘米的踢脚线，和门框配套。小户型
可以选用3—6厘米的小型踢脚线。

踢脚线的颜色如何挑选？可以考虑与地面、门
框、墙面相匹配的颜色。家里如果是原木装修风
格，可以选择木色踢脚线。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繁华热闹的深圳南山，创客们
在“中国硅谷”挥洒汗水，密集的楼
宇里迸发炽热的创新热情。

“创新红利”带来了城市的高
速发展，而另一面则是较为高昂
的房价。如何破解企业的产业空
间困境？2月，联合竞得联合建设
地块；4月，抽签“喜提”办公楼层；
5月，推进代建工作……在创新机
制的推动下，15家南山重点企业

“联合上楼”，在城市中心“抱团生
根”。

联合上楼：
“拴心留人”破解空间难题

从在100余平方米的居民楼中创
业，到员工超过800人、净利润超过4
亿元，游戏上市公司创梦天地迅速发
展的同时，也遭遇“成长的烦恼”。

“我们在科兴科学园8000平方
米的办公区域已经‘装不下了’，只
能到外面租房，但员工不在一起办
公又会增加管理、沟通的成本。”创
梦天地副总裁严佩诗说。

南山不少科技企业面临着类似
的产业发展空间“拮据”的问题。根
据当地政府部门调研统计，南山
150多家上市公司中50家在当地无
自有物业。一些企业陷入两难：一
方面，单独拿地“资金不够”，又面临
不少外地优厚政策的“诱惑”；另一
方面，留恋南山的营商环境和创新
氛围，“不是实在没办法，不想走”。

能否创新办法，组成“联合体”
共同建楼？

然而，对于工业和产业用地的
“联合建设”，深圳此前没有相关规
定，也没有先例。

有关企业联建总部大楼的思

路，多年前一些部门曾提出积聚部
分行业“小巨人”企业进行联建，但
因涉及土地招拍挂及后续监管等
诸多问题，一直难以付诸实践。

办法总比困难多，骨头要朝硬
的啃。2018年，南山区将“联合建
楼”作为重点改革课题，进行了探索
和尝试。

争取深圳市级政策文件支持、
创新整套解决方案、协调推进具体事
项……一年多来，南山以留仙洞六街
坊1万多平方米的工业用地为试点，
推进企业“联合上楼”。组成联合体
的15家企业中，上市公司有12家。

深圳沃特新材料董事长助理李
言典说：“我们抽中了30、31、33、34
四层，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解决
了公司未来几年的发展空间问题。”

机制创新：
“集约高效”放大土地供给

企业“联合上楼”的背后，是体
制机制的程序创新与“集约高效”的
理念落地。

南山区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以往企业竞拍土地自建物业依

靠“单打独斗”，建成的“独栋”产业
空间，往往由于超出企业实际需求
而存在空置浪费甚至变相发展房地
产现象。

“允许企业联合竞买土地建设
总部大厦”，以“共享经济”理念满
足更多企业发展空间需求，可一定
程度抑制“脱实向虚”现象，但推进
落地还有较长的程序创新之路。
对“联合体”连带责任进行规定，创
新退出机制，创新分证登记制度、
分别限定不得转让……在多个部
门紧密联动下，联建项目得以顺利
推进。

为调合企业不同的空间需求，
南山还创新项目设计建设机制，保
留公共空间“可塑性”，如设置多层
架空层及立体连廊，方便企业入驻
后进行灵活设计调整。

“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南
山区委书记王强说，把创新政策夯
实需要有想法、更需要有办法，需要
有勇气、更需要有智慧。

统计数据显示，联建大楼将为
15家企业解决产业空间需求约18
万平方米，预计5年内形成产值营
收累计超过1500亿元，形成地方财

力总额不低于15亿元，“集约高效”
放大土地供给效应。

抱团生根：
“暖心服务”疏解城市焦虑

一年多来，任子行公司科技事
务部总监任根琴负责联建总部大楼
的对接，她说：“一栋大楼即将‘拔地
而起’，对企业的发展帮助很大。而
更重要的是，政府贴心服务也犹如

‘大楼’为企业遮风避雨，让我们没
有后顾之忧地去创新。”

在科技企业密布的南山科技
园，不少人常戏言有“三难”：吃饭
难、交通难、交友难。“大的饭店是不
少，但员工食堂却不多，一到饭点就
叫外卖、‘打游击’。”严佩诗说，“联
建大楼已提前规划了足够的员工食
堂、停车位，令我们的工作生活更加
方便。”

记者了解到，经过一年多的协
作交流，15家企业间已形成了畅通
的工作机制。“董事长们一个群，部
门总监一个群，工作职责相近的员
工也有微信群。”开展不少线下联谊
活动，“家还没建好，但已经有了家
的感觉。”

“实际上，产业空间问题是一
个缩影，已成为不少一线城市核心
区域面对的共同难题，如何创新机
制、集约利用土地，为企业营造良
好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需要我们做更多机制创新。”深
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
万达认为。

在联建的“示范引领”作用下，
目前已有多家企业表示希望参与
下一批联建项目，提交了联建意
向申请书。今年，南山区还将推
出 3-5 个地块的联建工作，以有
限的资源尽可能服务更多的优质
企业。 （据新华社电）

南京市近日出台《人才安居精
准服务实施细则》明确，在企业工作
的博士安居租赁补贴标准由原来的
每月1000元提升至2000元，对符
合条件的人才安居住房，可采用先
租后售的方式进行供应。

《细则》明确，对集中建设、配建
的具备销售条件的人才安居住房，
可采用先租后售的方式进行供应，
租期五年内可享受优惠租金。人才
租满五年可向产权单位以优惠价格
申请购买该房屋的产权。根据双方
合同约定，人才安居住房取得产权
五年后方可转让，取得产权不满五
年需退出的由原产权单位优先回
购。

《细则》还规定，在海外人才相
对集中的区域，创造条件筹建专门
的海外人才公寓定向供应，规划设
置商业、体育、众创空间等生活和功
能性区域。此外，还将采用政府购
买服务的方式与第三方租赁机构开
展合作，引入市场化租赁住房资源，
通过系统平台将有需求的人才和有
房源的企业联系起来。

南京市房管局相关人士介绍，
南京市近年来从土地供应到产品设
计，全面落实租购并举要求，满足

“新市民”需求。2018年拿出5幅
地块专门建设租赁住房，2019年还
将拿出100多公顷土地建设租赁住
房。南京市住房租赁行业协会介
绍，截至2018年底，南京品牌住房
租赁企业通过多种方式提供13.6万
间租赁房源。 （据新华社电）

南京：

人才安居房
可“先租后售”

高楼林立的深圳南山区。（资料图）

房·热点

家装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