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亚沙会

本报三亚3月11日电（记者欧
英才 黄媛艳）海南日报记者3月11
日从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
（以下简称“亚沙会”）组委会获悉，亚
沙会将如期举办的消息由官方发布
后，吸引了近300家中外主流媒体从
多角度的聚焦，在当前国际疫情形势

严峻的背景下，大大提升了亚沙会的
知名度和三亚的城市形象。

3月8日，亚奥理事会向45个国家
和地区奥委会以邮件形式通报亚沙会
将如期在三亚举办的消息后，吸引了
国内外近300家媒体争相报道。其
中，学习强国体育频道头条推送，新华
社体育通稿专线、对外中英文专线发
布，海南日报等媒体头版刊发，近90家
国内媒体予以关注报道。同时，印度

联合新闻社、PR Newswire（美通社
官网）、ABC（美国广播公司）、CBS（哥
伦比亚广播公司）、NBC（美国全国广
播公司）、日本朝日新闻、日本共同社、
韩国联合通讯社、马来西亚新闻社等
200余家境外主流媒体纷纷集中报道。

目前，三亚亚沙会筹办工作进入
冲刺阶段，境内外媒体对此予以高度
关注。除了重点报道赛会如期举办的
新闻外，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

社等多家媒体还从亚沙会助力防疫
工作、亚沙会对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
等角度进行报道。国际体育记者协
会(AIPS)主席吉安尼·梅罗在社交媒
体发文表示：“当欧洲国家采取严厉
措施防控疫情蔓延时，我们已经从亚
沙会举办城市——中国三亚看到一
缕胜利的曙光。”

三亚亚沙会不仅在媒体圈强力
“吸粉”，也吸引了大众关注的目光，相

关媒体信息刊发后获得大众积极点击
阅读。据不完全统计，仅亚沙会如期
举办的新闻在新华社客户端浏览量就
突破88万次。

亚沙会组委会宣传和广电媒体服
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结合赛
会各项筹办工作，进一步创新宣传工
作机制，丰富宣传角度，增强宣传手段
多样性，使“亚沙佳音”与三亚形象更
好地向全球传播。

亚沙会如期举办的消息吸引近300家中外主流媒体聚焦

“亚沙佳音”添彩三亚形象

英国 | 首因疫情延期比赛

3月11日，阿森纳俱乐部宣布当
晚曼城主场与阿森纳的英超比赛将推
迟进行，原因是阿森纳球队曾接触新
冠肺炎确诊者需接受隔离。这是英超
首次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延期比赛。

10日希腊奥林匹亚科斯俱乐部
老板马里纳基斯被确诊感染新冠肺
炎，经医疗部门追踪，不久前他出席了
欧罗巴联赛奥林匹亚科斯与阿森纳的
比赛，并在赛后与阿森纳球员会面。

“尽管医疗部门认为感染新冠肺
炎风险较低，在（与奥林匹亚科斯的）
比赛后与确诊者见面的球员以及四名
工作人员都将会接受居家隔离观察直
至14天期满。”阿森纳俱乐部表示。

法国 | 4月15日前联赛空场

法国职业足球联赛官方3月10
日宣布，出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考
虑，法国足球甲级联赛及乙级联赛将
空场举行直到4月15日。

根据目前的法甲赛程安排，未来

将有四轮联赛受到影响。
除国内联赛外，在法国进行的欧

冠联赛也受到影响，11日巴黎圣日耳
曼主场与多特蒙德的比赛空场举行。

西班牙 | 西甲西乙或同停摆

西班牙足协3月11日宣布，由于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未来两周将于全
国范围内暂停各级别非职业足球联
赛，即西乙B级别及以下的比赛。

目前，西足协的这一决定暂时不
会影响西甲和西乙的举行。但西班牙
足球运动员协会也已经向西班牙高级
体育理事会、西足协和西甲联盟提出
请求，希望能做出“暂停所有性别及年
龄层的各级别联赛”的决定。

此外，多家西甲、西乙俱乐部也发
表声明，表示出于对球员健康等因素
的考虑，请求将联赛暂停。

意大利 | 意甲联赛推迟结束

意大利足协3月10日表示，目前
停摆的意甲联赛有可能推迟至5月
31日结束。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此前
意甲联赛计划5月24日落幕，可现在
只进行了26轮，按目前进度几乎无法
如期结束。意足协主席格拉维纳表
示，他们将尽可能地合理安排比赛日
期，争取让联赛在5月31日结束。

格拉维纳透露，如果疫情无法让
意甲联赛以正常方式收官，他将提出
几个方案在3月23日的另一次会议
上研究。

“第一种方案是不设冠军，只产生
下赛季参加欧战的球队。第二种方案
是根据实际结束轮次的积分榜决定冠
军归属。第三种就是用附加赛的形式
决出冠军和降级球队。”格拉维纳说。

德国 |“幽灵比赛”损失惨重

德国卫生部部长延斯·施潘3月8
日发出取消1000人以上聚集活动的
建议以后，尽管德国足球职业联盟
（DFL）坚持将赛季进行到底，但是主
办方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空场进行的

“幽灵比赛”。
由于德国是联邦制国家，联邦政

府和执政党不能直接强制叫停各地赛

事。德国足球职业联盟对是否空场比
赛没有做出统一部署，将决定权交给
各场次的主场俱乐部。俱乐部根据所
在地区疫情严重程度，听从当地政府
和卫生部门指导和建议，最终做出决
定。因此，德国足坛出现有些比赛继
续接纳观众，有些比赛空场进行的“混
乱局面”。

记者初步整理，截至3月10日，
宣布在德国境内空场进行的比赛包
括：11日科隆与门兴格拉德巴赫的

“北威内战”、12日沃尔夫斯堡与乌克
兰顿涅茨克矿工的欧罗巴联赛、13日
菲尔特与汉堡的德乙联赛、杜塞尔多
夫与帕德博恩的德甲联赛、14日多特
蒙德与沙尔克的“鲁尔德比”、科隆对
战美因茨、霍芬海姆对战柏林赫塔、
16日不来梅对勒沃库森、18日拜仁慕
尼黑对切尔西的欧冠联赛、21日弗赖
堡对阵不来梅、31日德国国家队与意
大利国家队的欧锦赛热身赛等。

“幽灵比赛”会产生哪些连锁反应
呢？首先是球票问题。德甲德乙两级
联赛的球票通常提前售卖，欧冠和欧
联的球票更加紧俏，做出空场比赛决
定后，俱乐部必须要面对球迷退票和

索赔等事宜。
其次是俱乐部损失问题。德甲联

盟之所以坚持空场也要将赛季进行到
底，重要原因是保住电视和流媒体直
播收入。“幽灵比赛”主要影响赛场直
接收入，占比13%，而上赛季德甲赛
场的直接收入就有约5.2亿欧元。

第三是球迷聚集问题。不允许球
迷进场观赛是否就可以完全制止球迷
聚集呢？事实上，赛场周边有很多球
迷俱乐部，球迷会在这些球吧、酒吧聚
集讨论。

记者曾到多个德甲俱乐部主场采
访比赛，赛场外经常会聚集很多没能
买到票的球迷，赛场周边都有球迷俱
乐部，为赛场外球迷提供看球畅饮的
场所。比赛结束后，意犹未尽的球迷
会继续在这些球吧、酒吧聚集聊天。
赶上热门场次，甚至要提前一个多月
预定酒吧座位。

此外，“幽灵赛场”对球员和球迷
都是“灵魂考验”。德国有着深厚的足
球传统文化，球迷文化是其中重要的
组成部分。在德国球迷看来，没有观
众的比赛就没有灵魂。

（综合新华社电）

新冠肺炎让欧洲足球“受伤”
随着新冠肺炎在全球

多国“发威”，体育界受到
的影响日益凸显，特别是
动辄聚集数万球迷观看比
赛的足球领域，更是受到
巨大“创伤”，球票面临退
票和索赔，赛事直播受到
冲击，欧洲各大足球强国
的联赛、杯赛以及欧冠、欧
洲杯等赛事都受到波及，
严峻形势迫使欧洲各国对
足球比赛作出了一系列调
整。本版今天聚焦欧洲足
球形势，敬请关注。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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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项目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金堆村委会中秋村，

由罗牛山大致坡种猪场原址与东北侧扩建区地块两部分共同组
成。改扩建完成后形成4条1200头基础母猪一条龙养猪生产线，
养殖规模年存栏量为67221头，年出栏商品猪95860头。

（二）影响分析及措施
运营期产生的养殖废水及员工生活污水经厂区污水处理

系统发酵处理后，沼液用于周边种植地施肥；发酵产生的沼
气经脱硫后发电全部供本场利用；采用干清粪工艺并及时清
理猪舍、强化猪舍通风、生产设施周边加强绿化等降低废气
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对空压机、
泵、风机等采取减振、隔声等降噪措施；在场区四周修建围墙
或绿化带，综合防治降低噪声；猪粪运至有机肥车间生产有
机肥；病死猪及分娩废物采用无害化降解机进行无害化处理
后生产有机肥；医疗废物集中收集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
处理；生活垃圾设置固定的垃圾堆放点，定期交环卫部门统一
处理。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获取途径
网络链接：http://www.lnsxm.com/gsgg.html

公众还可前往建设单位查阅纸质版报告书，地址：海口市江
东新市区工业园青牧原实业公司办公大楼。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项目建设地点周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五）公众意见表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获取方式：http://www.mee.gov.

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

见表提交我公司，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以便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
与反馈。

建设单位：海南罗牛山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卫卫
联系电话：13637690021
电子邮件：710496536@qq.com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年3月11日~2020年3月24日。

海南罗牛山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罗牛山大致坡10万头黑猪生态养殖基地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二、公示期限：公示期限为30个自然日，自2020年3月12日
至2020年4月10日止。

三、意向用地者申请方式：在公示时限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对本公示
所列出让地块有意向的，以书面方式向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提交如下申请文件：

1、意向用地者申请书原件；
2、意向用地者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3、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申请），申请人应单独申请，不接

受申请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申请。
四、申请递交
1、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

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海口市龙华区椰海大道321号海南现代美居
生活物流园（二期）A区11层B1101/1102号 海南金鼎拍卖有
限公司

2、联系人：周先生 安先生；
3、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66825575
五、确定供地方式：公示时限内若该出让地块只有一个意向

用地者，将按《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
号令）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国土资发
[2006]114号）有关规定，以协议方式出让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意向者将以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
让该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12日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2019)-37-2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文城镇商贸物流园地段

面积（m2）
18428.22（折合27.642亩）

土地用途
公用设施用地（通信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容积率
≤1.2

建筑密度
≤45%

绿化率
≥20%

建筑限高
≤24米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计划公示
文土告字〔2020〕2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根据《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等法律法规规定，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协议方式出让壹（幅）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予公布如下：一、拟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糖小区（二期）项目变更方案公示启事

海口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建设的海糖小区（二期）项目位于海榆中
线西侧,项目已于2015年6月批建2栋住宅（项目一期已于2011年批
建），现依据建设单位申请，对项目设计方案进行以下变更：一、项目部分
经济指标微调，调整后指标符合规划条件。二、停车位数量由470个调
整为372个，地下车库由机械停车库调整为普通车库。三、小区道路位
置微调（宽度不变），地下室调整设备用房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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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12日至3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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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妍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12日

海南省民政厅关于省级社会组织
办理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注销清算审计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省级社会组织：
为减轻社会组织经济负担，根据《国务院关于第二批清理规范

192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11号）
规定，我省各省级社会组织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社会组织注销
登记等事项的，由省民政厅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法定代表人离
任审计、注销清算审计并承担相应费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人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应当先向省民政厅一次性
提交变更申请书、《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表》、
《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表》、社会组织履
行内部程序有关文件；有业务主管单位的，还应提交业务主管单位同
意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文件。省民政厅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开展法
定代表人离任审计，审计报告分别报送省民政厅和被审计单位。申请
人取得离任审计报告后，将变更法定代表人全部材料在省政务服务中
心提交，省民政厅依法作出同意或不同意变更的决定。

二、申请人办理社会组织注销登记，应当向省民政厅一次性提交
注销登记申请书、《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申请表》、
已满公告期的注销公告、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清算小组
成员名单，社会组织履行内部程序有关文件；有业务主管单位的，还应
提交业务主管单位同意注销登记的文件。省民政厅委托注册会计师
事务所开展注销清算审计，审计报告分别报送省民政厅和被审计单
位。申请人取得注销清算审计报告后，将注销登记全部材料在省政务
服务中心提交，省民政厅依法作出同意或不同意注销的决定。

三、申请人应当对所提交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有效性、
完整性负责。对弄虚作假，骗取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
记和注销登记的，登记管理机关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四、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海南省民政厅
2020年3月9日

琼民函〔2020〕24号

关于拟推荐琼海市作为2019年全国农村危房改造
激励对象的公示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请报

送农村危房改造拟予激励对象名单的通知》（建办村电〔2020〕

6号），海南省被确定为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积极主动、成效明显

的省份。按照有关要求，我省拟推荐琼海市作为2019年全国农

村危房改造激励对象，现予以公示。

公示期从2020年3月12日至3月14日，如有异议，请联

系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村镇建设处。

联系人：何靖；联系电话：65238205。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0年3月12日

世界羽联：
印度公开赛将按期举行

新华社吉隆坡3月11日电（记者林昊）世界羽
联11日表示，定于3月24日至29日在印度首都新
德里举行的印度羽毛球公开赛将按原定日期举行。

世界羽联11日发表声明说，印度公开赛将采
取相应防范措施以确保球员及其团队、官员的安
全。这些措施包括可能空场举行比赛。

世界羽联说，印度羽毛球协会近日就印度当
局发出的卫生建议咨询了专家意见。世界羽联方
面认为，在决定印度羽毛球公开赛按原定日期举
办的过程中，相关的健康、安全和后勤风险已经被
考虑在内。

昆仑鸿星万科阳光队夺得
俄罗斯女子冰球联赛冠军

据新华社深圳3月11日电（记者王晓丹）记
者从深圳昆仑鸿星冰球俱乐部获悉，北京时间3
月11日，在俄罗斯女子冰球联赛（WHL）总决赛
第三场比赛中，深圳昆仑鸿星万科阳光队以4：2
击败俄罗斯乌法队，在五场三胜制的总决赛中以
3：0完胜，夺得总冠军。

在WHL总决赛前两场比赛中，万科阳光已
经拿下两个客场。第三场，万科阳光坐镇主场，虽
然场地设在乌法城，但俱乐部将场馆进行包装，中
国元素随处可见。

首节比赛两队互交白卷。第二节，万科阳光
加强进攻，开场就见效，开普勒和瞿骊萤传球恰到
好处，米勒一杆射门打破场上僵局，帮助球队以
1：0领先。32分16秒，林绮琪接到队友的传球破
门得分。最后一节，乌法队开局扳回一球。短暂
胶着后，卡彭特接到刘智新的妙传破门得分。第
54分钟，万科阳光获得强打机会，卡彭特送出助
攻，博泽克射门得分。虽然乌法队随后利用多打
少破门，但为时已晚，万科阳光以4：2击败对手，
总比分3：0获胜，首夺WHL冠军。

深圳昆仑鸿星万科阳光队队员刘智新（前）在
比赛中突破。 新华社发（深圳队官方供图）

中国短道速滑队
“模拟世锦赛”周末开战

据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记者丁文娴 刘
阳）虽然本赛季短道速滑世锦赛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而推迟，但中国队并没有松懈。中国滑冰协
会11日宣布，将在13日至15日举行国家队模拟
世锦赛对抗赛，武大靖、任子威等均将出战。

据滑冰协会介绍，该赛事将在北京首钢园区
举行，模拟世锦赛赛制，坚持真比、真赛、真奖、真
罚的“四真”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