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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日报
记者从海口观澜湖球会获悉，为了备
战明年1月在泰国举行的2020年东
京奥运会亚洲区足球预选赛，国家奥
林匹克足球队（简称国奥队）近日抵达
海口观澜湖足球基地，进行冬训。这
是国奥队时隔一年后，第二次来海口

观澜湖冬训。
2020年1月，U23亚洲杯暨东京奥

运会亚洲区预选赛决赛阶段比赛将在
泰国进行。最终赛事前三名加上东道
主日本队将获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
中国国奥队此前还从未从小组赛阶段出
线过。中国国奥队与伊朗、韩国、乌兹别

克同组，冲击奥运前景不容乐观。
据悉，海口集训将是国奥参加奥

运会预选赛前的最后一次集训。国奥
队长陈彬彬说：“在海口集训期间，我
们将主要解决前场的快速逼抢、防守
中的反击问题。”

此外，辽宁省足协青少年U13和

U14队的男女队已经在省足协裕东青
少年基地训练了 10 天。为了备战
2020年中超，中超新军石家庄永昌队
已一周前抵达海口，全队60多人在桂
林洋冬训。2019年冬天，海南冬训迎
来了第一支国内女足，她们就是中超
山东女足。

海南吹响足球冬训号角
国奥队、辽宁青少年队、山东女足和石家庄永昌队等队抵琼训练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2019年海南足球冬训比以往来
得都早一些，国字号的国家奥林匹
克队、中超新军河北石家庄永昌队、
山东女足队和辽宁青少年队近期先
后抵达海口，进行冬训。海南建设
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以来，海
南足球冬训设施建设日趋完善，不但
能让高端的“国字号”球队安心备战
大赛，也能使省内外青少年球队吃
好、练好、住好。

辽宁足协青少年队打响了今冬海
南足球冬训的“第一枪”，该队近200
名13岁和14岁的小球员目前在省足
协裕东基地训练。辽宁足协青少年队
和海南冬训颇有渊源，18年前，海南
第一次迎来了大规模的青少年足球队
冬训，主体就是辽宁的青少年球员。
当年本报记者亲历了辽宁青少年队的
冬训，那时训练场地较为简陋，在海口
南海大道丰田专卖店一侧两三块临时
建成的土场上，100多名东北的足球
少年开启了海南冬训。最多的时候，
有六七百名辽宁足球少年来海南过
冬。由于场地、吃住等原因，辽宁青少
年球队2004年就终止了海南冬训。
此后，大规模的国内青少年级别的海
南冬训再也没有出现过。

2017年年底，在省旅文厅的支持

下，海南省足协裕东青训基地建成。
该基地由两块标准的天然草皮球场和
几块五人制和沙足场地组成。最关键
的是，这个基地还建成了学员宿舍、食
堂、训练房等配套设施，能让在这冬训
的球员“吃住练”一条龙。

省裕东青训基地一建成，辽宁省
足协青少年队“闻讯而动”，时隔13年
后再度来海南冬训。当时，辽宁足协

青少年队主教练、前国脚黄崇在接受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海南省裕东
青训基地的天然草坪球场很适合青少
年训练，宿舍、食堂、训练房就建在球
场旁边，特别是裕东基地食堂的师傅
能做出地道的北方包子、面食等，让辽
宁的小队员们在几千公里之外的海口
也能品尝到家乡的味道。尝到了甜头
的辽宁省足协青少年球队已经连续3

年来海南冬训，不但男足来，所有女足
梯队球员也来。

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
辽宁省足协青少年球队来海南冬训，
或许，海南将再次迎来国内外青少年
足球冬训热潮。

去年国足备战亚洲杯，今年国奥
队备战东京奥运预选赛，两支国字号
的球队一年内两次抵达海口观澜湖冬
训。由此可见海南已成为国字号球队
冬训首选地。

国字号之所以如此青睐海南，和
海口观澜湖足球基地建成有很大关
系。海口观澜湖足球基地场地条件国
内一流，天然草皮质量上佳，基地离市
区有一段距离，易于国字号球队“封闭
训练”。

国奥足球队的到来引发了海南球
迷的“小骚动”，这两天，不少球迷驱车
前往观澜湖基地观看国奥队训练。尽
管国奥队训练的球场被围挡起来，但
丝毫挡不住海口球迷的热情。国奥队
的训练结束后，海口球迷纷纷和国奥
球员合影。

已经卸任的国足主帅里皮去年
底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海
南冬天气候温暖，比较适合训练，海
口观澜湖足球基地的训练及配套设
施很完善。”

（本报海口12月23日讯）

本报海口12月23日讯（记者卫
小林）12月22日，海南省青年文艺人
才协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在省图报告厅
举行。

该协会经省民政厅批准筹建并登
记，由共青团海南省委主管，是我省广
大青年文艺工作者、文艺教师、文艺爱
好者及相关机构组成的非营利性文艺
组织，宗旨是团结和服务广大青年文艺

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营造青少年学习
文艺知识的良好氛围，构建海南青年文
艺人才成长、成才、成功的服务体系，助
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文艺事业发展。

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协会成立后
将开展青年文艺人才扶持计划，筹办海
南省青少年文化艺术节、海南省德艺双
馨文艺盛典、海南省艺术教师联谊会、
海南省艺术教育博览会等系列活动。

省青年文艺人才协会成立关
注
海
南
冬
训

本报讯（记者张期望）2019年海
口第七届“公交的士”大型歌唱比赛

总决赛 22日举行。最终，滴滴出行
科技有限公司网约车司机王和伟获
得了冠军。

本次比赛历时两个月，共300多名

选手参加，经过层层选拔后，15名选手
进入了总决赛。

海口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的
梁众获得了亚军，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
司的邢益伟名列季军。其余12名选手
获得了最佳演唱奖。

海口公交的士好声音大赛落幕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23日电 据
体育情报网 2019 年全球体育薪酬
调查显示，西班牙豪门巴塞罗那、皇
家马德里和意大利尤文图斯是全球
体育界薪酬最高的 3 支球队。其

中，巴塞罗那一线球员平均工资高
居榜首。

这项调查显示，今年巴塞罗那球员
平均工资达1228万美元。皇马则以
1115万美元排名第二。

全球体育界薪酬排行榜出炉

巴塞罗那球员挣得最多

广告

海南合景文昌旅游度假项目位于文昌市昌洒镇月亮湾起步区，
建设单位为海南合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6年原文昌市住规
建局批准实施的《海南合景文昌旅游度假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
2019年10月15日《海南合景文昌旅游度假项目首期修建性详细规
划（修改）》经市第58次文昌市规委会审议通过，修规方案规划指标
为：总用地面积为356124.36平方米（折合534.19亩），总建筑面积
323945.45平方米（其中计容建筑面积267088.72平方米，不计容建
筑面积56856.73平方米），容积率0.75，建筑密度15.86%，绿地率
42.01%，停车位2213辆。根据2019年4月3日实施的《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关于别墅项目建设审批有关事项的通知》有关要求，建设
单位再次向我局提出《海南合景文昌旅游度假项目首期修建性详细
规划（低层住宅修改2019版）》修改，并于2019年12月10日经市第
59次市规委会审议通过，修规方案规划指标为：总用地面积为
356124.36平方米（折合534.19亩），总建筑面积324947.78平方米
（其中计容建筑面积267088.42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57859.36
平方米），容积率0.75，建筑密度13.47%，绿地率42.31%，停车位
2291辆。主要修改内容为：1、高层住宅商业配套位置修改。2、在
不修改高层建筑位置、朝向、高度及指标并满足公共配套指标的情
况下，对底层商业进行调整。③原批低层住宅楼栋数为87栋，层数
均为2层，共计394户，现调整为多层住宅84栋，层数为4层，共计
406户。具体调整详见修规修改方案。根据《海南省城乡规划条
例》第六十二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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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前和太阳能补偿面积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9年12月24日至2020年01月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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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路2
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管理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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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南合景文昌旅游度假项目首期修建性详
细规划（低层住宅修改2019版）”批前公示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24日

海南联网二回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为南方电网主网与海南电
网联网工程建设单位，根据工程建设需要，现刊登海底电缆维护
施工作业通告（琼海口海航〔2019〕26号）如下：

南方电网主网与海南电网联网工程
海底电缆维护施工作业通告
一、作业时间：2019年12月6日至2020年4月30日
二、作业范围：海南玉包角与广东灯楼角连线水域附近的以

下各点连线范围：
A、20°11′17.79″N /109°57′14.26″E；
B、20°11′23.71″N /109°58′05.53″E；
C、20°06′19.83″N /109°58′40.87″E；
D、20°04′44.85″N /109°58′30.93″E；
E、20°00′51.88″N /109°57′32.63″E；
F、19°59′08.13″N /109°56′58.33″E；
G、19°59′26.59″N /109°56′42.15″E；
H、20°01′04.85″N /109°56′40.35″E。
三、作业船舶：Joseph Plateau(卢森堡籍)、仕泰138（中国

籍）共2艘船舶。
四、作业内容：海底电缆的抛石保护作业。
五、注意事项：
（一）施工单位应落实各项安全保障、防污染及警戒措施，作

业船舶应按规定显示信号，并在规定范围及时间内严格按照作
业方案作业。（二）作业船舶应加强值班，保持VHF08、16频道守
听，及时与过往船舶沟通，协调避让。（三）南方电网公司的海底
电缆监控中心人员需加强值班，做好施工船舶与过往船舶的应
急协调工作。（四）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遇雷雨大风、能见度不良
等影响作业安全的恶劣天气情况应立即停止作业，做好防范措
施。（五）过往船舶应谨慎驾驶、及时沟通避让，注意与作业船舶
保持安全距离缓速驶过，以策安全。

特此通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事局

2019年12月6日

12月22日上午，由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
院、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以“生命与爱同
行”为主题的第四届现代大型公益胎教音乐
会倾情奏响！逾千名准爸妈齐聚海南省歌舞

剧院，与胎宝宝经历了一场专属的音乐胎教
之旅。活动现场，10个孕妈家庭上台走秀展
孕育之美，9位孕妈领走总价值1.6万元分娩
大奖，还有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年度最大力度

的孕产福利，现场气氛十分热烈，高潮一波接
一波，大家都满载而归。

高颜值孕妈与胎宝宝走T台意义
非凡

为展现女性孕育之美，主办方特别设计
“孕妈T台秀”环节，胎教音乐会现场，10位孕
妈妆容精致、着装惊艳，在备受瞩目的千人舞
台自信秀“孕味”，带上老公或大宝，或温情脉
脉，或潇洒自如，走心的表演真是别有一番风
采。“生活需要仪式感，在孕期这个特殊时期，
我要倍加珍惜与宝宝合体的时光，用镜头记
录这意义非凡的一刻！”参加走秀的孕妈说，
走秀时宝宝和她一样激动、愉悦。

据悉，“孕妈T台秀”是前期面向全省公
开征集海选，从50多位报名的孕妈中精心挑
选10位上台表演，并邀请专业T台老师进行
彩排指导，全程由M·孕摄影提供服装、化妆
等支持。

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成关注焦点

胎教音乐会致力于传递绿色科学孕育理
念，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新理念成为本届音

乐会关注焦点。海南省妇产专家许艳教授现
场为大家演讲从新生儿到老年人，从怀孕到
生产，在生命的初期，在人生的特殊阶段，我
们应该如何进行健康管理。她表示，生命的
每一个阶段都需要被呵护，而海南现代妇女
儿童医院将积极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妇女儿童
提供针对性的健康服务，让健康管理覆盖全
生命周期。

经典曲目让孕妈和胎宝宝产生奇
妙共鸣

跳动的音符表达着生命的语言，舒缓的
旋律讲述着孕育的美好记忆。当天上午，海
南爱乐交响乐团20余位演奏家现场演奏经
典名曲，如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小夜曲》、
《匈牙利舞曲五号》，由悠扬婉转的民歌改编
而来的《相思河畔》、《瑶族舞曲》，还有广为
世人所知的电影名曲《辛德勒名单》、《一步
之遥》等等，有的优美动听，有的节奏明快，
还有的感人至深，孕妈妈和胎宝宝通过音乐
的旋律产生共鸣，一起徜徉在音乐的海洋
里，高格调的音乐让现场观众们大饱耳福，
场面温馨。

第四届现代大型公益胎教音乐会海口奏响

“爱与生命同行”第四届现代大型公益胎教音乐会现场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业务副院长许艳讲座

孕妈走秀惊艳“炫腹”

辽宁青少年足球队在省足协裕东基地训练。

冬季好气候 设施更完善 后勤有保障

海南足球冬训踢出新气象

海与岸摄影作品邀请展近日在海口市东新大道F11画廊开展，呈现省内外
90名摄影师艺术精品。

据了解，本次摄影作品展由海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办，F11画廊承办，以“个
性、主观、多元”为标准，在征稿期间收到287名省内外摄影师4900多幅作
品。展览将持续到12月27日。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海与岸摄影展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