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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巴黎6月24日电（记
者刘旸 韦骅）24日在巴黎王子公园
体育场进行的2019年女足世界杯
16强赛中，瑞典队凭借下半时的进
球1：0淘汰加拿大队，挺进八强。瑞
典门将林达尔扑出点球，获评全场最
佳球员。

瑞典在8次世界杯之旅中7次打
入淘汰赛，加拿大有3次。两队此前
有过22次较量，瑞典队13胜4平5
负占据上风。

此役，瑞典队主教练耶哈德松重
启首场对阵智利比赛的433阵型，阿
斯拉尼扮演攻击性中场的角色。加
拿大排出442阵型，左前卫贝姬和左
边锋弗莱明被赋予更多进攻任务。

开场后两队都显得非常谨慎，彼
此试探，争夺控球，并不着急发起进
攻。上半时，加拿大控球率达63%，
传球准确率近80%，但一次射门都没
有。瑞典队仅有的两次射门也没构
成实际威胁。两队半场互交白卷。

下半时开始不久，加拿大获得一
次任意球机会，形成她们全场第一次
射门。第55分钟，瑞典队中场断球
成功，阿斯拉尼传至禁区，布拉克斯
特纽斯跟上打门球进，瑞典队1：0领
先。此后两队都加快了进攻节奏，加
拿大不再沉迷于控球。

第66分钟，阿斯拉尼在瑞典队
禁区防守时有手球犯规嫌疑，经视频
回放系统确认，主裁判吹罚点球，并
向阿斯拉尼出示黄牌。贝姬主罚点
球，林达尔准确判断将球挡出底线。
加拿大失去最好的扳平机会。这是
本届世界杯上第22例点球判罚，已
追平上届世界杯的点球判罚总数。

瑞典队晋级四分之一决赛，对手
是德国队。此前瑞典队在世界杯上
4遇德国队，取得两胜两负战绩。

据新华社法国兰斯 6月 24 日
电 卫冕冠军美国队24日晋级女足
世界杯八强，但她们面对西班牙队时

赢得并不轻松。依靠队长拉皮诺的
两粒点球，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队以
2：1惊险击败西班牙队。

相比对阵中国队的最后一轮小
组赛，西班牙队本场首发有两处变
化，普特利亚斯与洛萨达进入首发。
美国队主教练埃利斯做出一处调整，
埃尔茨取代霍兰出现在中场位置。

开场第7分钟，希思禁区内遭对
手侵犯，拉皮诺稳稳命中点球。西班
牙队仅用两分钟就扳平了比分，前锋

埃尔莫索利用对手传球失误，兜射球
门远角得手。这是美国队本届世界
杯首次被攻破球门。

第13分钟，拉皮诺后点接到拉
韦尔直塞球，随后低射攻门，西班牙
门将帕尼奥斯封堵住了球门近角，将
球挡出界外，两队带着1：1的均势进
入下半场后。

第76分钟，西班牙队托雷西利
亚禁区内拼抢过程中踢倒了拉韦尔，
主裁判经过视频助理裁判（VAR）提

醒来到场边查看回放，随后做出点球
判罚。再次站上12码点球点的拉皮
诺表现依旧稳定，帕尼奥斯猜对了方
向，却没能阻止皮球入网。

此后西班牙队做出换人调整，意
图扳平比分。不过2：1的比分还是
被保持到终场，第二次打入世界杯决
赛圈的西班牙队遗憾止步于16强。

拉皮诺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二
位单场点球独中两元球员，埃尔莫索
曾在对阵南非的小组赛中做到过这

点。赛后拉皮诺当选本场最佳球员。
“我们应当为自己的表现感到骄

傲。”西班牙队主教练比尔达说，“竞技
层面而言，我们能与世界上最好的球
队一较高下，所有球员为此付出了巨
大努力。我们会从这场失利中成长，
坚信队员会对她们的未来充满信心。”

四分之一决赛，美国队将与东道
主法国队在巴黎王子公园球场上演
强强对话，后者23日通过加时2：1
淘汰了巴西队。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王
黎刚）6月25日，国际中华小姐竞选
中国站在海口观澜湖启动，大赛将于
12月举行总决选，届时将选出三位
佳丽代表中国出战2020年国际中华
小姐竞选总决赛。

启动仪式上，2005年美态倾城
小姐、TVB 知名女艺人徐子珊和

2013年国际中华小姐冠军、TVB知
名女艺人邓佩仪专程从香港来到海
口参加新闻发布会。徐子珊表示：

“我记得当年参加比赛时，认识了来
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许多华人女性，
有很多机会相互交流，参赛是一次难
得的体验。”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国

际中华小姐竞选中国站的主办单位，
将在中国举办一场成功的活动，促进
文化交流。

一年一度的国际中华小姐竞选
是TVB10大收视节目之一，本次中
国站竞选将开启网上报名，报名截止
时间为8月10日，经评审甄选后首轮
面试将于8月25日举行。

国际中华小姐竞选中国站海口启动

瑞典美国女足双双晋级八强

瑞典队球员罗尔福（右）与加拿大队球员扎多尔斯基在16强赛中争顶。 新华社记者 高静 摄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记者
史竞男）为纪念古田会议召开90周
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古田军
号》将于8月1日建军节在全国上映。

影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福建电
影制片厂有限公司、河北广电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湖北长江电影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出品，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
导演陈力执导，将镜头对准了1929年
古田会议召开前的那一段历史。

“《古田军号》是一部与历史深
情对望的电影。”导演陈力介绍，影
片用跨越90年时空的艺术表达，以
一个红军小号手后代的视角，讲述

了 1929 年红四军到达闽西后那段
鲜为人知的峥嵘岁月，真实再现了
年轻的革命领袖带领年轻的军队，
历经艰难曲折，开辟出革命成功之
路的伟大历程。

25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在京主
办的该影片研讨会上，专家表示，影
片将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
相结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展现
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军队的初
心和使命。同时，影片大胆运用了各
种创新的艺术手法，搭建起影片与观
众沟通的桥梁，激励今天的人们传承
红色基因，继续砥砺前行。

电影《古田军号》8月1日上映

6月2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2019美
洲杯足球赛小组赛C组比赛中，乌拉圭队以1：0战
胜智利队。图为乌拉圭队球员卡瓦尼（左）和苏亚
雷斯在比赛中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美洲杯足球赛

乌拉圭胜智利

6月25日，在江苏无锡举行的2019斯诺克
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B队选手周跃龙/梁文博以
3：2战胜马耳他队选手博格/西尼。图为周跃龙
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斯诺克世界杯

中国B队胜马耳他队

严 正 声 明
近日，有不法分子盗用海口市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原网站

WWW.hkdb.com.cn发布虚假投资项目,并伪造海口市信托
投资公司（下称市信托公司）名义为项目提供担保,以高额回
报诱骗投资。在此,市信托公司严正声明：

一、市信托公司未为域名为WWW.hkdb.com.cn的网站

及其关联手机APP上发布的任何投资项目提供担保。对此产
生的一切后果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二、市信托公司将依法向公安机关和有关监管部门报案
并保留向不法分子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敬请广大投资者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特此声明。
海口市信托投资公司

2019年6月25日

南海•幸福城项目用地位于原海口保税区北侧，东邻中央大
道，北邻南海大道。土地证面积79305.93m2，规划建设净用地面积
79282.23m2。该用地属于《海口市城西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2-
1-7分图图则，用地性质为商住用地，容积率≤3.5，建筑密度≤20%，
建筑限高100m，绿地率≥35%。该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17栋
高层住宅和一栋物业管理用房已建成，一期的总建筑面积为
195624.77m2，总计容面积为162444.63m2。二期一阶段实际总建
筑 面 积 为 94173.71m2，占 地 面 积 5033.24m2”，计 容 面 积
74867.15m2，车位670个。对照原二期一阶段报建方案，实际修建
做了以下变更：

一、由于消防要求，6#楼一层F轴由原来的铺面增建一条消防
通道，导致该部位计容面积减少10.01平方米，建筑面积未发生变
化。（详见变更图纸)

二、原规划报建地面停车位255个，地下停车位468个，共723
个停车位；实建地面255个，地下415个，共670个停车位，由于二期
二阶段暂缓建设，一二阶段边界线划分区域原铺设车位位置无法展

开施工导致比规划报建少53个车位。根据《海口市城市规划管理技
术规定》，670个停车位已符合二期一阶段应配建的指标要求。

三、原幼儿园屋顶层局部改建顶板。为方便放置太阳能设备，
局部花架改为楼板，该处仅有永久屋顶顶盖，没有围护结构和围护
设施。（详见变更图纸)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
序进行变更公示。

1、公示时间：7天（2019年6月26日至7月2日）；2、公示地点：
海口综合保税区网站(http://ftz.haikou.gov.cn)、项目现场、海南日
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361556776@qq.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海口市南海大道168号
保税区办公楼108室，邮编5710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
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6814867、
67204870，联系人：陈豪

海口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土地局
2019年6月25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联系人：陈豪，67204870,66814867)

海口综合保税区规划建设土地管理局
海综保规建土函（2019）4号

南海•幸福城二期一阶段项目规划核实批前公示

声明书
马君龙于2013年1月10日与海南新海林场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签订的《海口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了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
滨四路6号海岸•赛拉维南区一8#楼(花都A座)花都A座单元2层
营业厅201的不动产一套。特授权委托安秀秀作为受托人办理上
述房产的撤销预告、撤销备案、房产偿还银行按揭贷款和注销抵押登
记的相关手续,委托期限:从2019年4月8日起至2020年4月7日为
止（声明人于二O一九年四月八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太行公证处办
理了委托公证,公证书编号:(2019)冀石太证民字第1730号。）

现经声明人慎重考虑不再委托受托人安秀秀办理上述委托事
项,特此发表声明撤销上述委托，且公证书（公证书编号:2019冀石
太证民字第3076号）已经送达海口市住建局市场科并且签收一并
发到声明中。由此造成的法律后果及经济赔偿均由声明人承担。

声明人：马君龙 郝子茹
2019年6月26日

房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2HN0025-1

受委托，按现状对位于海口市义龙路36号钟山大厦A座

1302房进行公开招租，建筑面积：199.01㎡，租期三年，挂牌底

价为36536.4元/首年。公告期：2019年6月26日-2019年7月

9日。对竞租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

网（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

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26郭先生、

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

窗口，电话：65237542 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6月26日

广告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记
者白瀛）戏剧放映2019年下半季片单
25日公布，《雷曼兄弟三部曲》《睡美
人》等36部话剧、音乐剧、歌剧、舞剧
高清纪录片将在国内放映。

项目负责人李琮洲25日在京介
绍，今年下半季放映的新剧目包括：英
国国家剧院的话剧《疯王乔治三世》
《雷曼兄弟三部曲》《彗星美人》《我的
儿子们》《哈利路亚》、莎士比亚环球剧
院的话剧《亨利五世》、英国皇家歌剧

院的歌剧《黑桃皇后》《浮士德》《命运
之力》、美国纽约林肯中心的音乐剧
《国王与我》、莫斯科轻歌剧院的音乐
剧《安娜·卡列尼娜》、法兰西喜剧院的
话剧《恨世者》、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
团的舞剧《睡美人》等。

此外，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主演
的《哈姆雷特》、伊恩·麦克莱恩主演的
《李尔王》、大卫·田纳特主演的《理查
二世》，理查德·阿米蒂奇主演的《萨勒
姆的女巫》等旧作也将持续放映。

戏剧放映2019下半季片单公布

英美俄法36部作品国内将映

6月24日，2018-2019赛季NBA颁奖典礼
在洛杉矶举行。图为密尔沃基雄鹿队球员安特托
昆博获得最有价值球员奖。 新华社/路透

NBA举行年度颁奖礼

美洲杯球场凹凸不平惹众怒

据新华社圣保罗6月24日电（记者王集旻
陈威华）美洲杯足球赛小组赛阶段24日正式收
官，即将迎来淘汰赛，但比赛场地引发参赛球队众
多教练和球员的不满。他们认为，在所有6个球
场中，有4个球场的场地凹凸不平、条件糟糕。

受到批评的4座球场是里约热内卢的马拉卡
纳球场、贝洛奥里藏特的米内罗球场、阿雷格里港
的格雷米奥球场以及萨尔瓦多的新水源球场。

球队在格雷米奥球场2：0战胜卡塔尔晋级
八强后，阿根廷“球王”梅西忍不住“吐槽”糟糕
的场地。他说：“这块球场场地条件很差，球总
是弹来弹去，让球员很难控制，此前好几个场地
也很差。”

乌拉圭和日本在米内罗球场以2：2收场。赛
后，乌拉圭球星苏亚雷斯表示，虽然场地不能作为
球队发挥失常的借口，但的确影响了比赛的流畅。

在马拉卡纳球场以1：3输给秘鲁之后，玻利
维亚球员也对这座历史悠久的球场进行抱怨。

6月25日晚，在山
东济南举行的2019亚
冠联赛八分之一决赛
第二回合比赛中，山东
鲁能队主场迎战广州
恒大队。两队在加时
赛后以总比分 4：4战
平，在点球大战中，广
州恒大队以6：5战胜山
东鲁能队，最终以总比
分10：9淘汰山东鲁能
队晋级八强。
新华社记者 朱峥 摄

亚冠联赛八分之一决赛 广州恒大战胜山东鲁能晋级八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