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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名人傅博走进海口校园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日前，我国足球名人、

国奥前主帅傅博走进海口秀峰实验学校，观看该
校学生足球训练并进行指导。

傅博现场观看学生足球训练后，与小球员们
进行了互动。他表示，秀峰实验学校校园足球氛
围浓，今后发展校园足球要从培养学生对足球的
兴趣开始，要安排有挑战性和针对性的训练。对
训练不足之处，他表示要让孩子们多练习防守，要
把防守和进攻放到同样重要的位置训练。

海口秀峰实验学校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海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暨海南
省足球协会青训示范学校。该校有男女足球共7
个年龄段球队，已连续5年举办学校足球文化节，
并有多名小球员入选省足协中海梯队。

近3000人海口火山口登高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1月1日，“中国体育彩

票2020年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海南省主会
场）”在海口火山口公园落幕，近3000人登高。

活动开始前，主办方在火山口广场举行了健
身成果展，运动员们集体合唱了歌曲《我和我的祖
国》。登山开始后，运动员们在火山口公园里一路
攀登，体验了新年登高的健身乐趣。

据了解，2020年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在全
国22个省区市同步举行，有逾百万人参加。近年
来，该活动参与人数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逐
渐发展成为新年新传统，搅热了全民健身运动。

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
会主办，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等承办。

上海开拍实景8K歌剧电影
音乐家贺绿汀传奇搬上银幕

新华社上海1月2日电 (记者孙丽萍)上海音
乐学院和上海广播电视台2日在沪宣布，经过历
时两年的酝酿筹备，将联合出品、拍摄制作中国首
部实景8K原创歌剧电影《贺绿汀》，让人民音乐家
的传奇人生和时代风云再现于银幕。

贺绿汀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音乐学院的首任
院长，他一生创作和谱写了《牧童短笛》《游击队
歌》《四季歌》等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音乐作品。

2018年，在上音建校90周年之际，原创歌剧
《贺绿汀》创作诞生。该剧以20世纪上半叶中华
民族救亡图存、争取解放的宏大历史为背景，在舞
台上真实展现人民音乐家贺绿汀的世纪人生。

据悉，歌剧电影《贺绿汀》以舞台剧为蓝本，将
在贺绿汀先生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取景拍摄。该
片由著名导演滕俊杰执导，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
昌永、著名歌唱家方琼及上海音乐学院师生主演，
预计将于2021年正式上映。

据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记者公
兵 马邦杰 肖世尧）中国足协2日在北
京正式任命李铁为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
主教练。

为备战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预选
赛亚洲区40强赛下一阶段比赛，中国足
协日前组织举行了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
练的公开竞聘。经过专家委员会的评估
推荐，中国足协研究批准，李铁出任中国
男足主教练。

据中国足协秘书长刘奕介绍：“中国足
协研究了李铁在武汉卓尔俱乐部队和东亚
杯时的带队表现。卓尔队是以去年中甲联
赛球员为班底，但在李铁的带领下取得了
相当不错的成绩（2019赛季中超第六
名）。他在带队打东亚杯时，球队集训时间
非常短，参加了世界杯预选赛的绝大部分
国足球员也没入选。我们感觉他指挥的三
场比赛每场都有明显进步。他带来的变
化，是我们未来想看到的变化。比如说，前
场高压，阵型的紧凑和严密，后场由守门员
发动组织进攻。他带队时间很短，能让这
些变化在局部比赛的局部时段展现出来，
我们认为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刘奕透露，在与专家组的面试过程
中，李铁展示出极强的求胜欲望。“他的
精神气质，是我们希望他能带到这支国
家队去的。”

中国足协表示，将全力支持主教练
李铁的团队，相信在主教练的带领下，中
国男足将会带着高度的使命感和荣誉
感，刻苦训练、科学备战，努力打造一支

“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全力以
赴踢好每一场比赛。新一期国家队将于
1月5日在广州开始集训。

目前少赛一场的国足40强赛还剩
下4场比赛，暂时落后小组第一名叙利
亚队8分。国足40强赛的下一轮比赛
是主场迎战马尔代夫队，将于今年3月
26日举行。

按照规则，40强赛8个小组的小组
头名以及4个成绩最好的第二名将进入
下阶段的十二强赛。如要出线，国足恐
需赢下剩余4场40强赛。

同时，国足新一期集训名单出炉，具
体名单如下：

李铁出任国足主教练
中国男足新一期集训名单出炉

■ 新华社记者 马邦杰 公兵

中国足协秘书长刘奕2日接受新华
社记者专访，详谈了选择李铁的原因和
中国足协工作机制与思路的突破——要
通过这次国足重组建立大国家队体系。

刘奕表示，足协将为新一届国足组建
复合型团队，包括体能教练、战术教练、体
育科研专家、分析师、医疗康复团队、情
报组和心理辅导组等。他说，足协将从
国内外大量引入适合的专家进入团队。

刘奕说：“任何一个足球协会，国家队

成功是最重要的标杆，这需要体系和方
法。我们既要抓当下，又要看未来。如果
国家队备战永远都是考前强化复习班，临
时抱佛脚，那就会永远处于被动的局面。”

他表示，中国足协将参照足球发达
国家和地区的理念，建立大国家队体系，
国家队、国奥、国青、国少等各级球队，从
整个的教练员体系组成构架、评估体系、
球员的选拔机制到技战术风格，都要统
一。他称之为“大国管体系”。

他说：“这次国足重建，是整个大国
管体系的启航。我们也告诉李铁，国足

必须要在大国管体系中发挥龙头作用。”
刘奕透露，对于中国各级国家队和中

超联赛的重要比赛，足协都安排两套专家
组复盘分析。一套人马由中国足协技术
总监克里斯·范普韦尔德带领，另一套人
马由欧洲技术团队组成。这些专家正在
从技术上为中国足球的发展梳理思路。

刘奕认为，我们正在尽力探索中国
足球的DNA和适合我们的技战术风
格，我们要找到我们提升的空间和需要
改进的板块在哪里。

（据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足协秘书长刘奕谈工作思路转变

通过国足重组建立大国家队体系

李铁1977年5月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是中

国足球运动员的杰出代表，曾代表国家队参加

2002年韩日世界杯，也曾在英超埃弗顿俱乐部

效力。退役后先后任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队

助理教练、中国男足国家队助理教练、华夏幸

福俱乐部队主教练、武汉卓尔俱乐部队主教练

以及国家男子足球选拔队主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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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新一期集训名单

广州恒大淘宝：艾克森、韦世豪、高准翼、
张琳芃、刘殿座；

上海上港：蔡慧康、颜骏凌；

江苏苏宁：李昂、吉翔、吴曦；

山东鲁能：刘彬彬、蒿俊闵；

武汉卓尔：明天、李行、刘云、董春雨；

河北华夏幸福：姜至鹏、董学升；

北京中赫国安：于大宝、张稀哲、李可、
池忠国、李磊；

广州富力：唐淼；

天津泰达：杨帆；

天津天海：杨旭；

上海绿地申花：曹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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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装修有门道
●强弱电
一般来说，强弱电之间的距离最好在 20—

30cm，距离过近会影响电视和电话信号。
●线管
一般来说，一根电线管里穿过电线的总横截面

积不能超过线管横截面积的40%，这样便于电线散
热、延长电线的使用寿命。线管与线管之间也要有
大约2cm的间距。

线管一般用专业管卡来固定，管卡间距一般在
60—80cm左右。固定好线管，可以避免后期铺水
泥的时候线管乱翘出现空鼓。

如果布线长度超过15米，最好在中间加装一个
接线盒，便于日后的维修保养。

●插座
一般来说，空调装得高，制冷效果会更好。空

调插座应离地面1.8—2.2米。其他普通插座的安
装，在没有特别要求的前提下，最好高于地面
30cm,以防受潮。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小区经营性收支易成
一笔“糊涂账”

众所周知，在城市商品房小区
中，两笔钱关乎公共利益：一是物业
维修基金，一是物业经营性收益。

以此次分红的杭州小区为例，这
120万元是小区业主共有部分的经
营性收入，一部分来自商铺租金，一
部分来自地下车位的租金。在业委
会梳理了小区2019年 1到 10月的
财务收支情况后发现，还有138万多
元的结余。

近年来，小区经营性收入来源日
趋多样。“有的小区商铺租金不菲，有
的有占地补偿，多数小区地下车位的
租金、电梯和户外等公共部分的广告
位更是抢手。”杭州某物业公司负责
人说。

随着小区经营性收入水涨船高，
对于收益的处置就成为一个敏感的
问题。事实上，根据物权法第70条
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

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
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
共同管理的权利。

“一方面，业主需要知道收益的
多少以及用在何处；另一方面，业主
也要了解和判断收益使用的合理
性。”杭州市住保房管局相关负责人
说。为此，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个小区
的业主，他们大多知道小区里有不少

“额外”的经营性收益，但是具体这些
收入最后如何使用的，很多人并不知
情。

一位业主告诉记者，有的小区物
业管理比较严格，还有业委会监管。
可有的小区没有业委会，一些物业公
司可能就将经营性收益装入“自己腰
包”，也不向业主公示。

小区经营性收支监督乏力

业主不知情，社区没权力，每年
的物业经营性收支成了大家都管不
着的“灰色地带”，也成为业主、业委
会、社区之间矛盾纠纷的焦点。公共

收益账目问题，实则聚焦业委会的权
责边界。

根据2014年 5月实施的《杭州
市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物业经营
性收益“管理账目每年向业主公布
一次”。“但是账目的公布方式以及
公示时长，法规并没有明确。”杭州
市住保房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杭州商品房小区中，经营性收支公
示缺失、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仍然存
在。

经营性收益的分配权和使用，
决定权在业主大会，但召开业主大
会，必须要半数以上业主参加，实际
操作难度大。如今许多小区，动辄
上千住户，业主们因为工作忙、怕麻
烦、个人力量小等原因，无法形成有
效监督。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
管理处副处长张涛介绍，目前广州市
要求小区经营性收益采取银行专户
管理，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金使用
不透明的问题。记者在其他城市采
访时发现，目前一些小区业委会仍未

能设立独立账户，所有的物业经营性
收益都存放于物业公司的子账户中，
由物业公司代管。

如此分散而薄弱的监督力量，也
使得在经营性收益的最终使用上，纷
争不断。一些业主出于“与其看不到
一些东西，还不如发到手上踏实一
点”的心态，提倡将收益用于改善业
主福利；而从物业等的角度出发，这
笔钱则既可用于补充小区专项维修
资金、改善共用设施设备，也可作为
物业费的补贴。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
跃进表示，小区经营性收益应从公共
角度来考虑。“部分业主担心经营性收
益被挪用，因此关键还是收支要清
晰。既然有经营性收益，可以在第二
年小区管理中体现。比如为小区节假
日的活动提供一些经费支持等。”

用机制“捆牢”物业经
营“钱袋子”

一笔可观的经营性收支，反映社

区基层治理的大课题。专家认为，要
管好这笔账，就应形成规范高效的管
理和监督机制。

对此，各地也在积极探索。
2019年12月17日，广州市人大常委
会审议了《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草
案）》，用专门的章节对业主共有资金
进行规范，从管理、使用、公开、监督
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去年7月，杭州出台《杭州市物
业经营性收支信息公示试点工作
方案》，要求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
企业把每个月的物业经营性收支
项目、金额、摘要等录入杭州市住
保房管局的信息平台，业主经实名
认证后，可以通过信息平台查询本
人所在物业管理区域的经营性收
支情况。

在小区经营性收益的使用问
题上，张涛表示，按照物权法规定，
除涉及消防、电梯、渗水等危及房
屋使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 6 个领
域不受限制外，维修基金使用需业
主总数和物业面积都要达到“双三
分之二”同意的比例才能使用。而
使用物业经营性收益的门槛只需

“双过半”，相比维修基金可操作性
更强。

为此，杭州在制定发布的《业
主委员会相关工作制度（试行）》中
明确，原则上物业经营收益的50%
以上应当用于物业公共部位、共用
设备的维修、更新、改造或者补充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这就最大程
度限制了业委会或物业直接向业
主发钱，从而影响小区后续运行等
问题。

广州也在制定相关条例时，引
导业主将经营性收益投向维护。
同时也在积极探索与商业保险合
作，帮助小区建立起市场化的保障
措施。“只要经过业主大会的投票，
经营性收益的使用没有任何限
制。面对更长远的小区维护，在使
用业主共有资金时，应更加慎重。”
张涛说。

（据新华社电）

房·热点

小区经营收入，你享受到了吗？

近日，浙江杭州一个小区业
委会拿出120万元经营性收入，
给业主们分红，引发社会各界热
议。一些人认为经营性收入属全
体业主，理应取之于民“还”之于
民；另一些人则表示，应把钱存续
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事实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小区内诸如停车费、电梯间广
告费、活动场地费等经营性收入
也明显上涨，如何管好这笔账，既
关系小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也体
现社会基层治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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