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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体育

三亚星华旅业发展有限公司、海南星华
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拟在市吉阳区亚龙湾片
区建设亚龙湾万怡度假酒店（产权式酒店）
项目二期，根据《海南省民用建筑应用太阳
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管理暂行办法》、

《三亚市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
法》相关规定，拟申请补偿 427.50 平方米建
筑面积，现按要求对其申请的应用太阳能
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进行批前公示，公
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2017 年 6 月 12 日至
2017 年 6 月 23 日），详情请登录三亚城市规
划信息网 www.sanyaup.com.cn 查询。如有意
见，请于公示结束前反馈。

三亚市规划局
2017年 6月 7日

关于亚龙湾万怡度假酒店
（产权式酒店）项目二期申请应用
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的

批前公示

中国男足将于 6 月 13 日在 2018 俄罗
斯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 12 强赛第八轮中
与叙利亚队展开生死之战，在这场只能
获胜的比赛中，国足不幸遭遇伤病和停
赛的困扰，核心郑智临阵伤退更是给排
兵布阵增加了难度。面对排名领先国足
一位、同样渴望出线的叙利亚队，主帅里
皮将迎来上任以来的最大考验。

在 12 强赛 A 组，国足取得 1 胜 2 平 4
负的战绩，在总共六队中排名第五，距离
能够参加附加赛的第三名（目前为乌兹
别克斯坦队）还有 7 分，落后第四名叙利
亚队 3 分。在 13 日的中立场地马来西亚
马六甲汉惹拔体育场，国足如失利将提
前出局，如战平则只能希望乌兹别克斯
坦本轮客场不敌头名伊朗队。想要提升
出线概率，国足必须取胜，且乌兹别克斯
坦输球。

中国队历史上与叙利亚交手 10 次，
战绩为 6 胜 1 平 3 负，去年 10 月在本届 12
强赛首回合的交锋是两队近 7 年的首次
碰面，中国队在主场 0：1 告负。在 7 日热
身赛 8：1 大胜菲律宾队之后，里皮表示叙
利亚完全应该在中国队能战胜的能力范
围之内，“如果我们面对叙利亚都在主客
场输掉比赛，那我们就应该出局”。

然而，这场关键战役之前，国足已因
伤病和停赛损失不少球员，其中郑智在
与菲律宾热身赛前的训练中左侧筛骨纸
板骨（左眼旁）骨折，将无缘出战。张琳
芃、高准翼带伤入选但缺席热身赛，而赵
明剑、王永珀则在与菲一役中受伤。此
外，国足“福将”于大宝、众多媒体眼中的
郑智第一替补蔡慧康以及国安小将李磊
皆因伤未能入选，而主力中后卫梅方和
在热身赛中一射三传、状态火热的尹鸿
博则遭遇停赛。

在里皮执教国足的三场 12 强赛中，
郑智全部首发且打满全场，这位老将在
里皮惯用的 433 体系中，是中场倒三角的
防守型中场，他依靠积极的跑动和准确
的防守预判，加上队友的及时回防，能够
很好控制中后卫与中场之间的区域。在
对阵菲律宾的上半场，里皮让黄博文顶
替郑智的位置，结果国足在中后场留给
对手很大空当。而面对与中国队同样渴
望胜利且攻击力远胜菲律宾的叙利亚，
国足 433 阵型的防守漏洞恐怕会被放大。

另一大隐忧是，国足三大前锋张玉
宁、郜林和武磊，面对菲律宾浪费各种机
会，陷入在国家队的进球荒，反倒是首次
入选的高中锋肖智、替补上场的右后卫

小将邓涵文在进攻端抢走风头。与叙利
亚一役，里皮在锋线是稳妥起见沿用“老
人”，还是突施冷箭起用新人？想要取胜
必须进球，叙利亚 7 场世预赛才丢 3 球，
如何攻破他们的防线？

按照目前的情况，由于在单后腰位置
上还没有顶替郑智的合适人选，是选择
一直演练的进攻体系 433，还是改为更稳
妥的 4231 双后腰配置，取决于里皮对本
场比赛的判断。

纵观国足首发阵容，里皮此前执教的
三场 12 强赛，中后场配置基本以恒大班
底为主，在梅方停赛的情况下，门将曾
诚，后卫从左至右姜至鹏、任航、冯潇霆
和张琳芃（不排除张琳芃与冯潇霆搭档

中后卫，赵明剑或邓涵文出任右后卫）；
如沿用三中场，则由蒿俊闵、吴曦、黄博
文担纲，在黄博文热身赛试验防守不力
的情况下，吴曦或将出任单后腰，如改打
双后腰，选择谁与吴曦搭档，则需要里皮
重新演练。在中前场，武磊、于汉超、张
稀哲、王永珀（伤病如能恢复）都有一定
攻击力，单箭头郜林、肖智、张玉宁也各
有利弊，这些都是让里皮头疼的选择题。

在中菲热身赛同一天，叙利亚队与日
本队进行了热身赛，他们在客场先进一
球的情况下，最终 1：1 逼平强大的对手。
这支西亚球队近期同样遭遇伤病潮，3 月
在马六甲主场 1：0 战胜乌兹别克斯坦的
12 强 赛 打 进 绝 杀 点 球 的 锋 线 主 力 赫 里
宾，以及另外两名前锋哈蒂布、奥马尔均
因伤缺席。但与此同时，该队前锋马尔
迪基安在与日本的热身赛中有进球，及
时弥补了锋线短缺。虽然叙利亚队在前
7 轮只打入两球，在六队中进球最少，但
他们取得两场 1：0 的胜利，加之他们的失
球数（3 球）在该组第二少，可见一旦让他
们先进球，国足想要扳回十分困难。

在生死战这个节点上，国足此前失败
的案例比比皆是，这样非胜不可的战役，
不但是技战术和身体的比拼，更是精神
层面的较量，如何面对重压，将是里皮的
球队需要解决的难题。

里皮上任以来，国足在 12 强赛中主
场 0：0 战平卡塔尔、1：0 力克韩国，客场
0：1 负于伊朗，而即将到来的与叙利亚之
战，将是意大利名帅迄今为止面临的最
大考验。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

当生死战遭遇伤病潮
里皮迎执教国足最大考验

新华社记者 姬烨

6 月 10 日，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在马来西亚新山进行训练，备战将于 13 日
在马六甲进行的与叙利亚队的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新华社发

新华社伦敦 6 月 10 日电 2018 俄罗
斯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 10 日继续进行，
英格兰队在连续被苏格兰队以任意球攻
破大门后在补时阶段惊险地以 2：2 追平，
德国则在对阵圣马力诺的比赛中轻松收
获一场 7：0 的大胜。

英格兰与苏格兰上演一场 F 组的焦
点之战，双方直到第 70 分钟才打破场上
僵局。张伯伦在右路连续带球晃过防守
队员后抽射得手，英格兰 1：0 取得领先。

不过在第 87 分钟与第 90 分钟，格里菲斯
梅开二度，乔·哈特把守的英格兰队大门
连续两次被苏格兰人以任意球的方式攻
破，场上形势被逆转。比赛行将结束时，
凯恩在第 94 分钟接斯特林传中凌空垫
射，英格兰队惊险收获一场平局。

在 F 组的另外两场比赛中，斯洛文尼
亚 2：0 击败马耳他，斯洛伐克 2：1 战胜立
陶宛，英格兰以 14 分积分领跑该组，斯洛
伐克 12 分位居其后。

C 组的德国队在与圣马力诺的比赛
中收获一场 7：0 的大胜，德拉克斯勒率先
破门，瓦格纳梅开二度，尤尼斯推射扩大
领先优势。易边再战穆斯塔菲与布兰特
各入一球，瓦格纳甩头攻门完成“帽子戏
法”，德国队六战连胜，以 18 分继续位列
C 组第一。

同组另外两场对决中，阿塞拜疆 0：1
不敌北爱尔兰，挪威 1：1 战平捷克。

同样上演帽子戏法的还有波兰队的

莱万多夫斯基，他的三个进球帮助波兰
队 3：1 战胜罗马尼亚，全取三分后以 16
分继续担任 E 组领头羊角色。同组的丹
麦 3：1 击败哈萨克斯坦，黑山 4：1 大胜亚
美尼亚。

2018 年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共分为 9
个小组，每个小组头名直接晋级，成绩最
好的 8 个小组第二进入附加赛，争夺另外
4 个进军世界杯的名额。

英格兰惊险追平 德国队七球大胜

瑞士女排精英赛

中国队半决赛不敌巴西
据新华社日内瓦 6 月 10 日电（记者

张淼 刘曲）出征 2017 年瑞士女排精英赛
的中国女排 10 日在瑞士蒙特勒结束的半
决赛中苦战四局，1：3 不敌巴西队，无缘
决赛。

赛后数据统计显示，巴西队扣球得
分 61 分，中国队只有 49 分；拦网巴西得
了 17 分，中国 9 分。

中国队中，龚翔宇拿到全队最高的
20 分，刘晓彤和高意分别得到 12 分和 11
分，替补出场的钱靖雯也拿下 9 分，其中
进攻 7 分。

11 日，中国队将与阿根廷队争夺本
届瑞士女排精英赛的第三名，此前的小
组赛中中国队曾 2：3 不敌对手。

本报讯（记者 吴合庆）6 月 10 日，吉
阳区“五一杯”篮球赛决赛在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开打。科工信联队拿下总冠军，吉
阳区教科联队、三亚科创房地产分获亚军
和季军。

据悉，本次比赛分为 4 个赛区：机关
单位赛区、事业单位赛区、企业单位赛区、
社区单位赛区，每个赛区前 4 名，共计 16
支球队进入总决赛阶段，最终决出 1—8
名。自 5 月 1 日开幕至今，本届“五一杯”
篮球赛共历时一个半月，有近 80 支球队，
共 264 场比赛，约一千名运动员参与，这
是吉阳区 2017 年全民健身系列活动中规
模最大的比赛。

在总决赛中，科工信联队以85：67的比
分战胜吉阳区教科联队。科工信联队队员
赛后难掩内心的喜悦与激动，有队员告诉
记者，比赛夺冠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成
绩是对各个队员努力拼搏的一个奖励。

据了解，本次比赛设置了体育道德风
尚奖和优秀组织奖。体育道德风尚奖由
田独小学联队、市交警支队获得，三亚戒
毒所、龙坡村委会获得优秀组织奖。

吉阳区“五一杯”篮球赛落幕

科工信联队夺冠

队员们积极拼抢。吴合庆 摄

新华社兰州 6月 11 日电（记者 王博
王衡）在 11 日上午举行的 2017 兰州国际
马拉松赛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包揽
了男、女全程冠军。

埃塞俄比亚选手凯尔基尔·格扎罕·
沃尔德雷格以 2 小时 11 分 54 秒的成绩夺
得男子全程冠军，这个成绩比他在今年鹿
特丹马拉松上取得的个人最好成绩慢了 4
分 25 秒。他的同胞费卡都·科贝贝·德贝
勒以 2 小时 12 分 06 秒的成绩获得亚军，
肯尼亚选手恩尼斯特·基普罗诺·恩格诺
以 2 小时 12 分 24 秒获得季军。

女子全程前三名选手全部来自埃塞
俄比亚，阿诗特·贝克雷·迪多以 2 小时 32
分 03 秒的成绩夺冠，提吉斯特·吉尔玛·
格塔肖以 12 秒之差获得亚军，获得季军
的是阿贝巴·特库鲁·格布雷梅斯克尔，成
绩是 2 小时 32 分 33 秒。

由于男、女冠军都没有跑进规定的 2
小时 9 分 30 秒和 2 小时 26 分 00 秒以内，
按照赛会规定，沃尔德雷格和迪多只能分
别获得最高奖金的 50％，即 2 万美元。

中国选手管油胜获得男子全程第十
名，何引丽、王万芳、张景霞分获女子全程
第八、九、十名。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总名次奖外，本届
赛事首次对中国籍运动员单独排列名次，
并设立相应奖项，最高奖金 5000 元人民
币。

兰州国际马拉松赛
埃塞俄比亚选手
包揽全程冠军

法 网

世界杯预选赛

北京时间 6 月 11 日，2017 年法国网
球公开赛进入收官之日，瓦林卡和纳
达尔分别从上下半区突围进入决赛，
最终纳达尔 6：2/6：3/6：1 完胜过关，以
不失一盘之姿第十次夺得法网冠军，
成为公开赛年代第一位在一个大满贯
里夺冠次数上双的球员，时隔 3 年再夺
大满贯后，纳达尔将大满贯冠军数提
升为 15 个，超越桑普拉斯，独居历史第
二。美国选手哈里森与新西兰选手维
纳斯配合更为默契，历经三盘战胜冈
萨雷斯／唐纳德·扬，收获男双冠军。

本届法网夺冠热门纳达尔以不失
一盘之姿第十次闯进决赛，而瓦林卡
同样顺风顺水，只是在半决赛遇到考
验最终五盘逆转淘汰穆雷，时隔两年
重返决赛，两人此前交手纳达尔以 15
胜 3 负占据绝对优势，一个是法网决赛
不败，一个是大满贯决赛不败，两人的
对决颇有看点。

首盘比赛两人开局都互相保发，
随后纳达尔挽救破发点后再次保发，
第 4 局瓦林卡的制胜分和失误齐飞，但
瑞士人最终还是在挽救 4 个破发点后
守住了发球局，战至 2：2，接下来纳达
尔越战越勇，瓦林卡的失误则有增无
减，西班牙人连保带破 5：2 领先，随后
他在瓦林卡非保不可的一局逼出破发
点即盘点，瓦林卡压力之下回球出界，
纳达尔趁势以 6：2 拿下首盘。

第二盘，纳达尔延续了好状态，瓦
林卡依旧深陷失误泥沼，瑞士人气愤
摔拍，纳达尔乘胜追击，连保带破取得
3：0 的开局，瓦林卡随后提振士气保发
成功，纳达尔则不为所动依旧将节奏
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这样两人在这一

盘再也没有送出破发点，纳达尔凭借
开局建立的优势，以 6：3 拿下。

第三盘，纳达尔再次取得梦幻开
局，早早破发以 2：0 领先，瓦林卡在第
三局状态回升，保发后又在纳达尔的
发球局里逼到平分，但关键时刻纳达
尔依靠强大的进攻连得两分保发，第 5
局瓦林卡错失局点，纳达尔再次破发
得手取得 4：1 的领先，送出 love game
保发后就会 5：1 将压力抛给瓦林卡，结

果瓦林卡没能守住，纳达尔再次破发
以 6：1 拿下第三盘。

男双决战，哈里森／维纳斯组合
首盘就与对手进入抢七大战，关键时
刻二人表现更加稳定，以 7：5 惊险取
胜。第二盘进程如出一辙，再次被拖
入抢七后，这次是冈萨雷斯／唐纳德·
扬组合以 7：4 胜出。哈里森与维纳斯
在决胜盘没给对手太多机会，以 6：3 首
度加冕大满贯冠军，比赛用时 2 小时

14 分。
同时兼顾单打项目的哈里森赛后

表示，此次双打夺冠为自己增强了信
心，他希望这个冠军能帮助他在单打
赛场同样取得成功。

此外，法网青少年组以及轮椅网
球单、双打各个项目冠军也在当日产
生。

（综合新浪、新华社）

纳达尔完胜瓦林卡
成就法网十冠王

哈里森／维纳斯男双称雄

纳达尔捧杯兴奋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