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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体育

为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决策部署，展示大众创业风采，激发
大众创业热情，引领更多的劳动者投
身创业实践，发动创业带动就业的倍
增效应，促进充分就业和经济发展。
现就 2017 年三亚市创业大赛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欢迎涌跃报名参赛。

大赛主题：创响海南 圆梦三亚
报名时间：5 月 5 日——6 月 23 日
报名地点：三亚市友谊路 122 号

就业大楼三楼创业服务大厅
报名条件：大赛分为创意组和初

创企业组两个组别，凡三亚市辖区内
有志创业或已在三亚创业的社会人
士均可报名参加相应组别的竞赛。

奖励：除丰厚的奖金外，可推荐
参加海南省创业大赛，赢取更多的奖
金，还可免费入驻市级孵化基地，享
受政府的创业扶持。

详 情 请 登 陆 http：//www.sanyajy.
gov.cn/，或关注“三亚就业”微信公众
号。

联系电话：88399853 88399825

2017年三亚市创业大赛公告
三亚警备区招待所

招聘启事
应聘人员要求为：1、女，2、年龄 25 至 35 周岁；

3、有一定酒店管理工作经验，担任过酒店经理及
以上职务者或者大学为酒店管理专业者优先；4、
政治理想坚定，无涉外经历、热爱党和军队；5、身
体健康、五官端正，形象气质好；6、熟悉三亚社情。

招 聘 待 遇 为 ：1、月 合 计 工 资 为 5000 至 10000
元，具体试用和转正后工资、奖金和保险事宜经警
备区面试后再定；2、每月带薪休假 4 天，工作第二
年开始有带薪年假 25 天（家在岛外者另有 5 天路
程），法定节假日正常上班时给予 3 倍工资；3、包
食宿，宿舍有空调、热水、电视，伙食标准为 4 菜 1
汤，重大节日有加餐；

另招聘前台、餐厅、客房服务员数名，待遇面议。
联系人：李所长
联系电话：13876766676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省三亚警备区
2017年 6月 7日

三 亚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以 三 房 预 许 字

［2017］28 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批准“红沙棕榈

滩绿地悦澜湾”项目 10#小微创客办公楼预售，房

屋地上建筑层数为 5 层，批准预售建筑面积 8957.67

平方米，批准预售房屋套数 162 套。该项目位于三

亚市吉阳区榆亚路，不动产权证号为琼（2016）三亚

市不动产权第 0000917 号，由绿地集团三亚置业有

限公司开发建设。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开发建设单位必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及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商品房预售。

二、该项目已符合预售条件，预售款监管银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监管账号：

7899 0188 0002 61621。

三、该项目批准预售有效期为贰年（即 2017 年

6 月 7 日至 2019 年 6 月 6 日）。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7年 6月 5日

三亚市商品房预售公告
三房预许字［2017］28 号 三亚丽景海湾酒店位于大东海海韵

路，交通便捷，现有酒店中餐厅经营场地
对外公开招租，中餐厅总营业面积 1293
㎡，有 6 个包厢 1 个大厅，同时可容纳 360
人用餐。月租金底价 2.4 万元/月，场地
租赁经营期一年。

另外，酒店一楼两个商铺合计 164㎡
对外公开招租，适合经营名牌服装、日用
品、旅游工艺品等，租期一年，租金底价
淡季 8000 元/月，旺季 12000 元/月。

有意者，请于 2017 年 6 月 22 日之前
与酒店工作人员联系。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898-88228638

18689920176
三亚丽景海湾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 6月 7日

招租启事

2017 年世界乒乓球单项锦标赛 5 日
在这里闭幕，与过去 20 年的历届比赛一
样的是，中国队依旧强大，赢得了 5 个项
目中的 4 项冠军，其中三个项目的决赛在
中国选手之间进行。本次比赛也表现出
与往届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乒乓球已经
作为中国的软实力，发挥了传播中国文
化的重要作用。

中国球迷数量出现井喷

本届世乒赛对于 63 岁的意大利记者
博扎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现场众多的
中国球迷，他有时甚至感觉是在中国比
赛。博扎在欧洲体育大报《米兰体育报》
干了 27 年，他采访了 1989 年以来所有的
世乒赛和其他大型乒乓球国际大赛，还
去中国采访了自 1996 年以来所有的全国
锦标赛和全运会乒乓球比赛。他认为乒
乓球现在从赛场内到赛场外，更加代表
中国。

博扎说：“1989 年世乒赛在德国举行
时，现场只有少数几个中国球迷。这些年
来，我们先是看到中国人到全世界旅游，
然后看到他们在各个国家购物，这还是我
第一次看到他们把目标对准了乒乓球比
赛，对于这项运动的确是个好事情。”

小熊是上海一所知名大学会计专业
的大四学生，也是一名铁杆的乒乓球球
迷。她不顾毕业找工作，自费来到德国

观看中国队的比赛，与 10 名球迷租住在
一套三居室里，每天都去赛场看球，与她
同屋的还有一名来自香港的女球迷，同
样是大学生。

小熊说，作为中国队的“团粉”，她们
不算是最疯狂的，张继科的球迷更多，为
了在看台上挂上写有中国和张继科名字
的巨大红旗，她们包了一面看台所有的
座位，每天的费用据称高达 4、5 万人民
币，都是通过球迷会众筹的。

国际乒联主席维克特也注意到了中
国球迷数量井喷这一新现象，他认为这
次众多的中国球迷来到德国世乒赛，给
世乒赛增添了新的文化氛围，对于乒乓
球运动来说，也是非常“积极的事情”。
维克特还认为，中国球迷的到来，也使以
前中国选手之间进行的比赛，变得不再

“乏味”。

中国品牌与中国文化的秀场

本届世乒赛也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很
好的赞助平台，至少五家企业成为主要
赞助商，其中包括华为和红双喜等知名
品牌。可以预见，利用乒乓球打造世界
名牌，对于中国企业的吸引力将越来越
大，因为中国代表乒乓球的最高水平，乒
乓球也是中国的象征之一。

参加本届世乒赛的 600 多名运动员
中，中国运动员和以前来自中国的“海外

兵团”超过 50 人，他们代表了 2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现在是北京大学副教授的前
世乒赛冠军刘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
采访时说：“这些在国外效力的运动员和
教练本身就是文化使者，输出着中国的
乒乓球理念和中国文化。”

这次比赛的组织者现场安排了两名
分别说中英文的主持人，连英文主持人
也不断用“谢谢”“你好”“中国人加油”等
中文词汇调动现场气氛。中文成为乒乓
球的赛场语言，这在其他任何在国外举
行的大型国际比赛中，都是很难看到的。

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因此非
常感慨：“本届世乒赛向世界展示了中国
作为乒乓球大国的乒乓文化。我们最主
要的对手日本队中，有三分之一的教练
和队员，要么是中国人，要么会说中国
话。在乒乓球领域，你不会说中国话，都
有点不好意思。”

以“文化自信”做大做强乒球市场

很多人总以“小项目和小球”来形容
乒乓球，对于中国乒乓球雄霸世界显得
极为不自信，似乎是冠军拿得越多，负疚
感越重。实际上，乒坛人士并不这么看，
国际乒联主席维克特就说：“中国的乒乓
球水平高不是罪过。”德国明星波尔和白
俄罗斯名将萨姆索诺夫也都告诉记者：

“我们不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与中国人

无关。”
如何发挥乒乓球作为中国软实力的

作用，本次世乒赛给出了很好的答案。
首先，不管规则如何变化，中国队必

须保持强大的实力。丁宁和朱雨玲之间
的女单决赛、马龙和樊振东之间的男单
决赛，容纳大约 8000 名观众的现场全部
爆满，观众最终需要的还是最高水平的
较量。“实力是最大的影响力”，和足球、
网球等职业比赛一样，高水平的比赛是
前提，球员来自哪里，其实并不重要。

其次，做大做强中国的乒乓球市场，
让“国球”成为大众消费项目，观看乒乓
球比赛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中国并
不缺乏乒乓球的消费者，缺的还是精品
赛事。这方面，美国的篮球、棒球、橄榄
球和英国的斯诺克等运动给我们提供了
宝贵的经验。

第三，继续向全世界敞开大门，帮助
其他国家和地区提高水平。2014 年，中
国乒乓球学院欧洲分院在卢森堡成立，
走出了非常积极的一步。国际乒联主席
维克特在本次世乒赛期间，多次对中国
教练在世界各地的贡献提出赞扬。他也
为乒乓球未来的发展指出道路，那就是
与中国开展合作，把“乒乓高手都来自中
国”的状况扭转为“乒乓高手由中国培
养”，做大乒乓球这块蛋糕，向足球和网
球等运动靠拢。
（新华社德国杜塞尔多夫6月6日电）

从世乒赛看乒乓球已成中国的软实力
新华社记者 王子江 张寒

新华社巴黎 6 月 5 日电（记者
苏斌）男单世界第一穆雷 5 日在罗
兰·加洛斯拿到里程碑意义的一场
胜利，他在法网第四轮中直落三盘
横扫俄罗斯新星卡恰诺夫，收获职
业生涯第 650 场胜利。女单赛场风
平浪静，出战的三名高排位种子选
手哈勒普、斯维托丽娜与普利斯科
娃均晋级八强。

穆雷以 6：3 和 6：4 先取两盘胜
利，虽然卡恰诺夫在第三盘两度破
发，但头号种子很快实现回破。又
一盘 6：4 过后，穆雷锁定了一个八
强席位。赛后穆雷表示，这可能是
他今年法网到目前为止发挥最出
色的一场比赛。

穆雷的四分之一决赛对手将是
现世界排名最高的亚洲选手锦织
圭。前一日苦战五盘惊险晋级的
日本名将面对西班牙 33 岁老将沃
达斯科时首盘以 0：6 脆败，但随着
赛事进行，八号种子锦织圭逐渐找
到感觉，以 6：4、6：4、6：0 连扳三盘
逆转晋级。

运动能力极强的孟菲尔斯携主
场之势在前两盘给瓦林卡构成了
不小威胁，三号种子仅以 7：5 和 7：
6（7）的微弱优势告捷。不过进入
第三盘瑞士人完全掌握主动，一记
强力反手进攻造成对手回球出界
后，他以 6：2 锁定胜局。

克罗地亚名将西里奇收到对手
退赛“大礼”。当他首盘 6：3 取胜，
第二盘 3：0 领先时，隔网相对的南
非选手安德森因伤退赛，七号种子
较轻松地拿到八强席位，接下来将
对阵瓦林卡。

法网男单八强至此全部产生，
赛会前八号种子中仅有五号种子
拉奥尼奇出局，他的位置被西班牙
选手布斯塔占据。

率先登上中心场地的女单三号
种子哈勒普速战速决，她仅用时一
个小时，就以两个 6：1 轻取西班牙
选手纳瓦罗，取得了对后者红土场
交锋的首次胜利。全场比赛哈勒
普共完成 6 次破发，送出 19 个制胜
分，几乎是纳瓦罗（5 个）的四倍。

哈勒普将与五号种子斯维托丽
娜在八强战中对决，两人曾在近期
的罗马网球赛决赛中有过交手，当
时斯维托丽娜获胜夺冠。不过这
位乌克兰姑娘当日赢得可不轻松，
与克罗地亚选手马尔蒂奇前两盘
平分秋色后，斯维托丽娜在决胜盘
一度身处被淘汰出局的边缘，不过
她在局分 2：5 落后时奋起直追连下
五局，以 7：5 艰难拿下胜利。

另一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将
在 普 利 斯 科 娃 与 加 西 亚 之 间 进
行。二号种子普利斯科娃苦战三
盘以 2：6、6：3、6：4 淘汰巴拉圭选
手罗伊格，加西亚则在东道主选手
的“内战”中以 6：2、6：4 击败科尔
内。

参加法网青少年组赛事的两位
中国队小将在女单第二轮中一喜
一忧，王欣瑜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
逆转战胜俄罗斯选手格拉乔娃，晋
级 16 强，王曦雨同样经过三盘战
斗，可惜她最终不敌加拿大选手安
德烈埃斯库。

穆雷收获里程碑胜利
高位女单种子悉数进八强

新华社吉隆坡6月 6日电（记者林昊
刘彤）亚足联 6 日说，将在今年亚冠联赛
八强赛阶段开始引入“门线裁判”技术，这
将是亚洲足球比赛中首次使用这套额外
助理裁判系统。

根据亚足联方面的介绍，在实际操作
中，两套额外助理裁判系统将分别部署在
两个半场的门线区域，协助裁判作出判
罚。从亚冠八强赛开始到最后决赛都将
使用这套系统。

亚足联裁判委员会去年 9 月批准引入
额外助理裁判系统。亚足联方面表示，为
了确保裁判了解新系统，亚足联今年 3 月
在卡塔尔举行了首次额外助理裁判系统
培训课程，包括理论学习和球场模拟演
练。

亚足联说，根据今年的使用情况考虑
将门线技术的使用扩大到 2018 年的亚足
联杯、23 岁以下（U23）亚洲杯乃至 2019 年
在阿联酋举办的亚洲杯。

新华社吉隆坡6月 6日电（记者刘彤
林昊）2017 赛季亚冠联赛四分之一决赛对
阵 6 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揭晓，本次
抽签继续实现东西亚分区且没有同协会
回避原则，结果显示，东亚区的四支球队
将各自上演“德比”战，其中上海上港的对
手是广州恒大，而日本的浦和红钻将和川
崎前锋捉对厮杀。

西亚区方面，阿联酋的阿尔艾因将
对阵沙特希拉尔队，而伊朗波斯波利斯
的对手是沙特阿赫利。根据赛程，亚冠
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将于 8 月 21 日
打响，分主客场，所有的 8 场比赛将于 9
月 13 日结束，随后进行半决赛的四场比
赛，决赛将于 11 月在东西亚决赛的胜者
之间展开。

抽签结果揭晓后，广州恒大淘宝足球
俱乐部董事长刘永灼表示，杯赛出现任何
的抽签结果都正常，但是这种结果对中国
球迷来说比较遗憾，因为很多球迷更希望
两支中国球队在东亚区决赛相遇。

在谈到接下来的赛程时，刘永灼说，
恒大和上港是老对手，上港在今年的引
援后球队实力有了非常明显的提升，但
恒大已经制定了亚冠冠军的目标，所以
会迎接所有的挑战并认真准备每一场比
赛。

根据赛程，上海上港 8 月 22 日主场迎
战广州恒大，两队次回合较量将于 9 月 13
日在恒大主场进行。

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5 日电（记者李博
闻）美职篮总裁亚当·萧华日前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全明星赛目前的形式需要在未
来做出改变。

近年来全明星正赛对抗不足略显乏味
的问题一直饱受诟病，今年的全明星赛西部
队得到 192 分，东部队得到 182 分，两队在 48
分钟的时间内一共轰下 374 分再创全明星
得分纪录。

“我相信明年全明星一定会有所不同。
我们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大家认为全明星
赛应该更激烈些，包括球员工会主席克里
斯·保罗，他在全明星结束第二天第一个找
到我，跟我说‘让我们来一起做出点改变吧
’。”萧华说。

“我们并不是想要球员在全明星赛打出
总决赛的强度，让球员面临受伤的风险，但
全明星的激烈程度还是应该提升一些。我
们也有很多想法，比如让球员们去打特定的
慈善赛，选择队长，挑选阵容，或许不一定再
是东部对抗西部的形式，反正我们正在头脑
风暴中。”萧华还表示想到过增加四分球的
主意，或者在最后一分钟设立价值 10 分的
半场投篮。

据新华社日本长野6月 6日电（记者华
义）2017 年东亚男篮锦标赛首场半决赛 6 日
下午在长野举行，国奥班底的中国队加时赛
以 104：106 惜败韩国队。

本场比赛中国队的孙铭徽得到 28 分，
另有 7 次助攻 5 个篮板，赵岩也得到 21 分并
有 3 个三分球。韩国队本场比赛三分球 35
投 19 中。中国队将和日本队与中国台北队
比赛的负者争夺本次比赛的第三名。

2017 年东亚男篮锦标赛于 6 月 3 日至 7
日在日本长野县举行。共有 6 支球队参加
本届比赛。本届比赛中国队派出了年轻的
国奥队阵容，平均年龄只有 19 岁，是 6 支队
伍中平均年龄最小的。国奥队主帅范斌赛
后说，今天的比较非常精彩，虽然比赛的结
果比较遗憾，但是对于这样的结果也能够接
受。对这些年轻球员们的表现感到满意，他
认为这样的比赛对年轻球员是非常好的锻
炼提高的机会，他们非常年轻，需要时间积
累，对他们每个人拼尽全力感到骄傲。

本届比赛前 5 名有资格晋级 8 月在贝鲁
特举行的男篮亚洲杯，还有资格晋级 2019
年篮球世界杯预选赛。

东亚男篮锦标赛
中国队加时赛
2分惜败韩国队

美职篮总裁萧华承诺
将改变全明星赛现有形式

新华社堪培拉6月 6日电 澳大利亚
游泳奥运冠军查莫斯 6 日表示，他已成功
完成一次心脏手术。

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上，查莫斯夺得
了男子 100 米自由泳项目的金牌。上个
月，他宣布退出今年 7 月在布达佩斯举行
的世界游泳锦标赛，来处理自己心脏的问
题。

这次手术之后，查莫斯说：“（我要竖）
两个大拇指，因为这次我的心脏手术成功
了！感谢你们所有人的支持。”

因为被诊断出室上性心动过速，18
岁的查莫斯此前已经做过一次手术，但
是效果不佳。因为这一病灶不时让他心
跳过速，他不得不退出了去年的澳大利
亚 短 池 锦 标 赛 。 他 的 医 生 和 教 练 都 认
为，为了延长他的职业生涯，必须再次进
行手术。

在最近的这次手术之前，查莫斯曾透
露，他在近期参加的三次大赛中有两次感
觉心脏不适，医生建议他及时处理。

“相应症状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以
至于我必须马上采取行动，以确保我在明
年的英联邦运动会选拔赛时身体能够达
到最佳状态。”

2018 年英联邦运动会将在澳大利亚
的黄金海岸举行。

亚冠八强赛
将引入门线裁判技术

亚冠四分之一决赛
恒大上港
将上演“中超德比”

奥运新“飞鱼”查莫斯
成功完成心脏手术

穆雷在比赛中。

法 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