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体新闻 2019年7月30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冯春山 主编：王黎刚 美编：孙发强B06 综合

■■■■■ ■■■■■ ■■■■■

广告

遗失声明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儋州兰洋北路证券营业部

遗失以下章各一枚：1、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儋州兰洋

北路证券营业部非合同用章;2、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儋州兰洋北路证券营业部发票专用章;3、中国中投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儋州兰洋北路证券营业部柜台业务凭证确认专用

章;4、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用证券账户开户专用章

1002130195;5、中国结算证券账户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开户专用章1002130195;6、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儋州兰洋北路证券营业部深圳信用证券账户开户专用章；

7、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儋州兰洋北路证券营业部上

海信用证券账户开户专用章。

特此声明作废。

南海•幸福城二期交房公告
尊敬的南海•幸福城二期业主：

南海•幸福城二期6幢、7幢、8幢、9幢、20幢、21幢、22

幢、23幢、25幢、26幢楼已验收合格，具备交付条件。自

2019年8月1日起正式交付，请各位业主按《南海•幸福城

业主收楼入伙通知书》要求携带相关材料及时前来办理房屋

交付手续。

交房地点：海口市南海大道170号南海•幸福城

客服热线：0898-31977888、0898-31911358

特此公告！

海南新建桥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7月3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海口市下洋瓦
灶片区棚户区改造管理单元控制导则（草案）》
C0501-1、C0501-2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为充分利用已收储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

我局按简易程序启动了下洋瓦灶片区C0501-1、C0501-2地块规划
修改工作，将C0501-1、C0501-2合并为新的C0501-1地块。为广
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
间：7个工作日（2019年7月30日至8月07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3、公示
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
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
2047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科，邮编570311。（3）意见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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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7，联系人：符菁。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7月3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鸿福雅苑项目应用
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鸿福雅苑项目位于南海大道南侧，属《海口市海秀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B片区》B26-2地块范围，规划用地面积5002.94平方
米，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设计方案增设应用太阳能热水
系统，经图审机构《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方案审（复）核表》（琼J太
阳能核字[2019]004号）审查，可补偿建筑面积144.18平方米。根
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为广泛征求相关权
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
作日（2019年7月30日至8月12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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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
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
科，邮政编码：570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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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69，联系人：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7月3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南白马天鹅湾
南区G地块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白马天鹅湾南区G地块项目位于海口市南渡江东岸、白驹
大道南侧，属《海口市江东组团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E4303地块范
围。项目于2017年1月通过规划许可，批建内容为4栋地上1-18
层，地下1层商住楼，批建面积地上39170.2m2、地下13019.57m2。
现建设单位申请调整商业裙楼建筑色彩，并将总平面图标注的“配
建新能源充电桩”更正为“预留新能源充电桩”。经审查，变更方案
不涉及各项规划指标调整。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
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年7月30日至
8月12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
//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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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ghj@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
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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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7月3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首座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首座项目位于海口滨海大道南侧，属《海口市长流起步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2603地块范围。项目于2016年11月通过规划许可，于
2017年1月、9月变更方案，方案内容为7栋地上2-35层、地下2层
的商业、酒店、办公，批建面积地上85365.92m2、地下24933.12m2。
现建设单位申请调整以下内容：一、1#楼五层中庭区域封闭围合，设
置一部电梯；二、1#楼三十四、三十五层局部功能微调；三、屋面局部

楼板外挑；四、地下室车位及功能用房位置调整，总车位数量保持不
变。经审查，变更方案不涉及各项规划指标调整。为广泛征求相关
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
日（2019年7月30日至8月12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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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
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
邮政编码：570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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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7月30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分别于2019年7月
30日00：00时至02：00时对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阳江、黎母
山OLT交换机OLT设备进行10GE中继电路割接，2019年
7月31日00：00时至02：00时对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钗、
思河深坪OLT5680T交换机OLT设备进行10GE中继电路
割接届时上述辖区内的电信用户电话和宽带业务使用将受
到短时中断的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琼中分公司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据外媒
28日报道，皇马已经叫停“大圣”贝尔
转会江苏苏宁俱乐部的交易，主要原
因有二：这位威尔士球员的家人反对，
以及皇马和苏宁在转会费上无法达成
一致。

此前，英国BBC报道说，皇马与苏
宁有关贝尔的转会交易已经谈崩。最
近，皇马内线对ESPN透露，苏宁希望
贝尔能自由转会，而皇马却希望苏宁
支付一笔转会费。

皇马主教练齐达内此前表示，他希

望30岁的贝尔能尽快离开皇马。皇马
目前正在全力与曼联交涉博格巴的转
会事宜。据说曼联要价1.5亿英镑（1
英镑约合8.5元人民币），皇马需要筹集
这笔资金。如果贝尔能及时离开，可为
他们省下大笔的工资开支。

“大圣”不来踢中超了
外媒透露：皇马叫停贝尔转会江苏苏宁

■ 新华社记者 王恒志

随着江苏苏宁官宣桑蒂尼加盟，皇
马球星贝尔登陆中超的传闻终于可以消
停了。过去这些天，外媒变着花样爆料，
剧情几度反转，让吃瓜群众大开眼界。
在尘埃落定之时回望来路，贝尔来与不
来，其实真没那么重要，“大圣”成不了救
世主，中国足球的进步只能靠自己、靠青
训、靠坚定不移地走在足改路上。

1000 个读者就有 1000 个哈姆雷
特；同样，对贝尔加盟中超这出肥皂
剧，1000 个球迷大概也有 1000 种解
读。坦白说，贝尔到底值不值那么多
转会费和年薪，更像个没有答案的问
题，假如天价高薪引入的贝尔水土不
服，苏宁势必会背上“人傻钱多”“不职
业”的标签，但如果贝尔能在中超大杀
四方，让球队有质的提高，这笔转会又
会被很多人视为“神来之笔”。

如今肥皂剧已经落幕，“人傻钱多”

或“神来之笔”都只不过是个设想，再说值
不值其实意义不大，责备苏宁更是毫无逻
辑和必要，毕竟转会这件事本身就是个

“business”，成与不成都在逻辑之内，每个
俱乐部老板都不会“无脑买”，学会权衡利
弊、考量球员是否适合都是俱乐部是否职
业的重要一环。

那么，贝尔来中超到底好不好呢？
简单的回答是，当然好，对苏宁这是赚
足眼球、吸引球迷的一大利器，对中超
则是巨星加持，能极大提高影响力和关
注度。不过，这种“好”，正如此前设想
的那样，即使对苏宁也未必是“雪中送
炭”的好，对目前还算红火、走在持续进
步路上的中超而言，就更像是一种“锦
上添花”了。

更何况，万一水土不服，说不定还
会闹出什么幺蛾子。大牌球星我们当
然欢迎，但前提是要适合球队，更重要
的是心里别有太多“小九九”——这样
的例子，在过去几个赛季的中超并不

少见，少数外援还在不愉快地离开后
炮轰中超和中国足球，那对中超绝对
有害无益。

本质上说，贝尔来与不来，恐怕对
中超、对中国足球并不会有多少实质
性的改变。

中超要实现成为“第六大足球联赛”
的梦想，中国足球要实现再次打进世
界杯的目标，能真正依靠的永远只能
是自己、只能是青训、只能是坚定不
移地走在足改路上。这点看看我们
的近邻日本就知道了，他们的J联
赛目前已经度过了发展初期引入
大牌球星拉动的阶段，没有大牌
球星的他们一样能在亚冠赛场
上和我们一争高下，甚至还强于
我们，而他们的国家队，我们早已
无法望其项背了。

这次能理性对待引入超级球星这
件事，或许正是中超在阵痛中前行路上
的一次小小的进步。

贝尔来不来不重要

陵水围棋队
获全国县级团体赛季军

本报椰林7月29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陈思国）7月28日晚，2019年首届全国县级围棋
团体邀请赛在浙江开化闭幕，陵水黎族自治县队
获得团体季军，并获得3万元奖金。

赛事吸引了来自浙江、湖南、海南、江苏、内蒙
古等56支代表队的224名棋手参加。经过2天
的博弈，江苏昆山市队6战全胜获得冠军。陵水
共有4名队员参赛，发挥稳定。

据了解，陵水将进一步普及围棋运动，培养优
秀人才，提高陵水围棋运动的竞技水平。目前陵
水的各个小学都将围棋列入课程。

省老年书画家走进军营
本报那大7月29日电（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

陈薇伊）7月28日，八一建军节前夕，省老年书画
研究会组织10多位书画家走进儋州市驻军某部
军营，开展慰问部队官兵活动，为广大官兵送去节
日的祝福。

书画家们还现场挥毫泼墨为官兵们书写了近
百幅作品，并举办了“如何学好书法艺术”讲座，丰
富军营文化生活。

屯昌为民琼剧团
举办文化扶贫专场演出

本报讯（记者原中倩）日前，屯昌为民琼剧
团在屯昌县南坤镇中坤居委会举办了“2019年
送戏下乡文化扶贫琼剧小品专场演出晚会”首
场演出。

晚会上，为民琼剧团为当地群众演出了《不忘
初心跟党走》《扫黑除恶扬正气》《双王脱贫记》《毒
害》和《新村官上任》等节目。该剧团负责人表示，
将把送戏下乡活动坚持办下去并且努力办得更
好，为基层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增光添彩。

2019海南亲水运动季SUP桨板
公开赛28日结束，冯骏海获得成年男
子组直道竞速赛200米和绕标折返赛
400米冠军。蒙丽丽赢得了女子成年
组直道竞速赛200米和绕标折返赛
400米冠军。

蒙丽丽专程从桂林来到海口参加
比赛，成绩优异，包揽了成年女子组的
冠军。她平常在漓江上练习桨板，此次
是第一次体验海上桨板。她说：“平常
我们划的都是静水，今天在海上划很不
一样，容易受到风和浪的影响，很考验
平衡能力，也让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蒙丽丽十分喜欢海口水上运动氛围，

“海口的海面上有桨板、有帆船、还有帆
板，水上运动氛围特别好。”

青少年组的选手们年纪虽小，但
也不乏水上运动的“资深”选手，13岁
的张弛就是其中之一。OP帆船、冲浪

都是他的拿手项目。“海南玩水上运动
的条件很好，孩子也喜欢，我们也鼓
励、支持他多参加户外活动。”张弛的
家长说。

参赛选手刘女士是一名体育赛事
从业者，她曾赴英国参加过航海培
训。对于海南水上运动的发展，她说：

“很多人都觉得像桨板、帆船这种水上
运动离我们很遥远，但其实海南一直
在努力创造各种体验的机会，希望大
家多来海南感受水上运动的乐趣。”

SUP桨板公开赛吸引了不少省
外水上发烧友参加。本次比赛展示了
海南优越的水上运动资源，主办方下
一步计划将其打造成海南省品牌赛
事，作为海南省“体育+旅游”的一块
金字招牌，给国内外游客提供新兴的
旅游方式。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

据新华社天津7月29日电 2019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29日迎来女子单
打的最后对决，“00后”小将孙颖莎状
态火热，以4：0完胜朱雨玲，首次夺得
全锦赛女单冠军。4局的比分是11：
9、11：4、11：8和11：8

代表河北队出战的孙颖莎在本届
全锦赛的表现非常抢眼，她先后以4：

0战胜陈幸同、4：1击败陈梦轻松晋级
决赛。决赛面对成名更早、更有经验
的中生代好手朱雨玲，原本以为会是
一场恶仗，但结果却出现了几乎是一
边倒的局面。

整场比赛，孙颖莎打得更加积极
主动，且球风更凶狠、更富于变化，而
朱雨玲稍显保守，应变不足。

“00后”小将孙颖莎状态火热
4：0完胜朱雨玲，夺全国乒球赛女单冠军

新华社上海7月29日电（郭敬
丹 王宛艺）2019年CBA选秀大会
29日在上海举行，“状元”热门人选、
北京大学的王少杰不负众望，被北
控俱乐部在第一顺位选中。第二顺
位的南京同曦俱乐部选择了来自加
州州立大学的孙思尧，四川金强俱
乐部在第三顺位选择了厦门大学的
袁堂文。这也是CBA选秀大会历
史上，首次前三顺位全部由大学生
球员包揽。

本次CBA选秀大会共有61名
球员参选，参选人数创历史新高。最
终16名球员被10家俱乐部选中，包

括大学生球员7人，港澳台球员3人，
CBA俱乐部和NBL俱乐部球员各3
人，草根球员无人敲开本届CBA联
赛大门。

其他被选中的球员为：关健（上
海久事）/天津荣钢、林韦翰（裕隆纳
智捷）/青岛国信双星、吴永盛（宝岛
梦想家）/上海久事、刘育辰（北京大
学）/浙江稠州、王文宇（山东西王）/
山东西王、汤杰（武汉当代）/福建浔
兴、刘力鹏（新疆广汇）/新疆广汇、孟
博龙（北京工业大学）/北京控股、李
盛东（安徽江淮）/南京同曦、何思雨
（山西大学）/天津荣钢、王睿泽（南昌

大学）/青岛国信双星、马光翰（安徽
文一）/山东西王、杨盛砚（原长耀建
设）/新疆广汇。

“这是我的圆梦时刻，也是大学
生球员的一个突破。”不出意料，23
岁的北大男篮核心王少杰成为继
2016年郭凯后又一位从北大走出的
状元秀，有望在新赛季CBA成为北
控新帅马布里麾下的主要球员。身
高2米08、体重105公斤的他司职
内线，今年6月刚刚带领北京大
学男篮卫冕CUBA联赛总冠军，
个人也蝉联总决赛MVP。他还
入选中国大学生男篮，参加了在
意大利那不勒斯举行的世界大学

生夏季运动会男篮比赛。
王少杰难掩兴奋的同时，也坦

言自己与职业选手之间依然存在较
大差距，未来需要更多练习来提高，

“新赛季我没有具体的目标，还是会
从最根本的防守做起，争取有稳定
的上场时间”。

2019年 CBA联赛选秀训练营
暨选秀大会由中国篮协授权、CBA
公司举办。在23日至28日举办的选
秀训练营中，报名参加选秀的球员接
受了体能测试、分队训练、与两支高
校球队进行对抗赛等高强度考验，并
在28日晚分队进行了公开夜赛。

始于2015年的CBA选秀至此
已举行5届，总计有50名球员被各家
俱乐部选中。

桂林选手蒙丽丽谈海南SUP桨板公开赛

海口水上运动氛围特别好

王少杰当选CBA“状元秀”
首次前三顺位全部由大学生球员包揽

夏天队夺省三人篮球赛儋州站冠军

目标：力争总决赛问鼎
2019年海南省三对三篮球联赛儋州站比赛7

月28日晚在儋州文化广场结束，夏天队夺得了竞
争最激烈的公开组冠军。赛后该队队长薛开政
说，这是他们第4次参加这项比赛，他们的目标是
总决赛的冠军。

夏天队在本次比赛中7战全胜夺冠，和强记
篮球训练营队的半决赛打得最辛苦。薛开政说：

“这场比赛常规时间我们两队战平，加时赛我们最
后一秒钟三分绝杀对手。”三人篮球目前在儋州颇
受欢迎，这次共有56支球队参加比赛，要不是主
办方限制参赛球队名额，估计能有近百支球队报
名参赛。薛开政认为，三人篮球时尚，比赛激烈，
考验球员的个人单打独斗能力，对技术的要求更
高，这是三人篮球受青少年欢迎的主要原因。

今年19岁的薛开政和队友参加了4次比赛，
第一次参赛时他还读初中二年级，今年他高中毕
业。“很开心在毕业季能夺得冠军，为自己的高中
篮球生涯画上一个较为完美的句号。”他说。

比赛进行得很激烈，第一天的比赛是在雨后
举行，场地有些湿滑，考验了球员们在湿滑场地上
比赛的能力。为了能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薛开政和他的3个伙伴赛前进行了集训。“针对前
几届参赛暴露的短板，赛前我们主要苦练了投
篮。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能在半决赛中绝杀对手
就是赛前苦练的结果。”薛开政说。

三人篮球对参赛球员的体能要求很高，在前
几届总决赛中，薛开政所在的球队均止步8强，

“打到关键的淘汰赛时，我们的体能下降了，导致
不能更进一步。”这次他们吸取了教训，从现在开
始重点进行体能和力量训练。“离总决赛开赛还有
不到20天，我们有信心力争冠军。”薛开政说。

本报记者 王黎刚（本报那大7月29日电）

江苏苏宁队为
贝尔提供的周薪为
100万英镑

链接

年龄：23岁

身高：2米08

体重：105公斤

司职：内线

球队：北京大学队

成绩：2019年CU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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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少杰（右）从CBA公司董事长姚明手中
接过“状元及第”的横幅。 新华社发

体坛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