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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体育

一、停车楼项目

凤凰机场站前综合体停车楼纯车位租赁和充电桩建设

招商。招商日期：长期有效，具体投标日期以机场通知为

准；

联 系 人：徐先生，0898-88289392、13136080538

二、凤凰机场西扩项目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西扩航站楼将于 2017 年 7 月建成并

投入使用。总面积 1.9 万平米，其中商业面积 1506.8㎡，包

含零售、餐饮业态，现对西扩航站楼商业项目进行公开招

商。招商日期 2017 年 7 月 5 日至 7 月 25 日。

联 系 人：王先生，0898-88289249、13697595586

三、三亚凤凰机场周边土地招商项目

招商项目点位于机场气象山脚下、跑道延长线两侧，以

及机场进场路北侧土地，面积约 600 亩，招商经营项目为停

车租车门店、仓储、特种车辆检测、汽车销售相关业态等。

招商日期：长期有效，具体投标日期以机场通知为准；

联系人：马女士，0898-88289449、15623031529

招 商 方：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海南省三亚市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业务发展部

邮 编：572000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7月 5日

三亚凤凰机场招商公告
本人吕明忠，男，黎族，出生日期：1984 年 10 月

7 日，身份证号：460200198410073396，住址：海南省

三亚市凤凰镇梅村村委会白毛村白毛小组 51 号。

妻子黄月，女，黎族，出生日期：1984年4月5日，

身份证号码：46020019840405392X，住址：海南省三

亚市凤凰镇梅村村委会白毛村白毛小组51号。

本人吕明忠于 2015 年 1 月 11 日在三亚市天涯

区的高速桥底下捡到一名女婴（刚出生几天，用

黑色布质手提袋装着，现已 2 岁多），我们抚养至

今。在抚养期间，同时多方面寻找该女婴亲生父

母，望孩子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到

三亚市凤凰镇梅村村委会白毛村白毛小组 51 号

认领为盼，即日起 60 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

法安置。

我们保证上述声明完全真实，如有不实，我们

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联系人：吕明忠 黄月

联系电话：13698904410、13976971193

2017年 7月 2日

公 告

由于月川桥两侧桥拱支撑柱维修需要，三亚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将于 2017 年 6 月 29 日 23 时起

至 2017 年 8 月 30 日零时对月川桥实行单向交通管

制，禁止车辆由解放路往河东路方向通行（迎宾路月

川桥西往东方向）；仅允许车辆由河东路往解放路方

向通行（迎宾路月川桥东往西方向）。月川桥交通管

制期间，为方便市民和游客乘坐公交车，决定对途经

月川桥的 6 路、23 路、27 路、35 路、49 路和 54 路等 6 条

公交线路进行临时调整，具体调整措施详见“中国·
三亚”门户网站、三亚市交通运输局门户网站和南海

网。临时交通管制解除后公交线路将恢复原行驶路

线，对交通管制期间公交线路临时调整带来的不便，

请广大市民和游客给予理解和支持。

三亚市交通运输局
2017年 7月4日

三亚市交通运输局
关于临时调整途经月川桥

公交线路的通告

新华社伦敦7月3日电（记者王子江）2017 年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 3 日
在这里拉开战幕，中国队有三名女单选手亮相首轮比赛，彭帅和王蔷分
别击败捷克的万卓索娃和中国台北选手张凯贞晋级，段莹莹不敌罗马尼
亚选手博格丹，无缘第二轮。

第 11 次参加温网的彭帅迎战首次在这里亮相的 18 岁小将万卓索娃，
彭帅世界排名 37 位，对手排在 79，但彭帅开局就遇到了对手强有力的挑
战。第一盘比赛，两人战成 6：6，在抢七大战中，彭帅以 5：7 失利。第二
盘，彭帅找回感觉，以 6：0 零封对手。决胜盘，两人战成 3：3，彭帅关键时
刻破掉对方发球局，然后又成功保发，确立了 5：3 的优势。万卓索娃随后
保发，但彭帅在发球局也没有给对手机会，最后以 6：4 逆转。

25 岁的王蔷世界排名第 55 位，面对年长自己一岁、排名世界 122 位的
张凯贞，她打得较为顺手，仅用 1 小时 6 分钟就以 6：3、6：4 获胜。

王蔷过去两年都在温网首轮失利，这场胜利让她圆了在四大满贯赛
中都闯入第二轮的梦想。她下一轮的对手是曾五次赢得温网冠军的美
国选手大威廉姆斯，作为 10 号种子的大威在另外一场比赛中也是直落两
盘，击败了比利时选手莫滕斯。

段莹莹没能用一场胜利来庆祝自己 28 岁的生日，她以 4：6、2：6 意外
输给了排名远低于自己的博格丹，三年来首次止步温网首轮。

身高 1 米 85 的段莹莹过去一年状态稳定，连续杀入了美网第二轮和
澳网第三轮，世界排名也飙升到第 62 位。25 岁的博格丹今年首次获得参
加温网的资格，排在世界 115 位的她在输掉第一盘第一局后，开始利用灵
活的步伐调动对手，段莹莹最终无法发挥个人的优势而失败。

段莹莹赛后说，这场失败主要是因为自己在场上“过于紧张”。“今年
的比赛状态其实还可以，签抽得也不错，但可能是太想赢了，把胜利看得
太重，在场上太紧张了 ，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她还说：“完全是输在心理上，我这几年打了很多的大满贯赛，唯独
这场比赛发挥得特别糟糕，自己根本没有想到。”

除张凯贞之外，还有另外两名中国台北选手参加了当天的比赛，卢
彦勋在男单比赛中以 1：3 不敌通过预选赛晋级的意大利选手伯莱利；曾
经与彭帅赢得过女双冠军的谢淑薇以两个 2：6 输给了英国选手、6 号种
子孔塔。

中国队今年共有六名选手参加女单比赛，排名最高的张帅将在 4 日
对阵瑞士的格鲁比奇，郑赛赛迎战俄罗斯的 29 号种子卡萨特吉娜，韩馨
蕴对阵持外卡参赛的哈萨克斯坦选手迪亚斯。

左图：王蔷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

彭帅王蔷
晋级第二轮

新华社北京 7月 4 日电（记者公
兵）中国足协 4 日称，中甲球队保定
容大退赛事件中，保定赛区多次出现
围堵、攻击裁判的严重违纪行为，裁
判遭到殴打；针对中超联赛电视公共
信号制作及全媒体版权合作伙伴体
奥动力因政策调整提出降低版权费
一事，中国足协称，中超公司正在积
极与体奥动力沟通，争取达成双方满
意的结果。

中国足协新闻发言人黄诗薇在
当日的新闻通气会上表示，上周六，
中甲保定赛区在赛后发生了攻击竞
赛官员的严重违纪及治安事件，此
外，保定容大俱乐部负责人在赛后新
闻发布会及社交媒体上宣称，退出本
赛季中甲联赛。中国足协高度重视
此事，于 7 月 1 日当天成立了专项调
查组，连夜启动调查程序。

黄诗薇介绍了截至目前的调查、
处理情况，她说：“关于赛事裁判员判
罚问题，裁委会立即启动了评议程
序。裁委会依照工作程序，对本场比
赛裁判员执法情况进行了评议，不仅
是大家关注的补时时长、主教练被罚
离替补席和判罚点球等焦点判罚，还
包括整场比赛的判罚尺度和判罚准
确性。根据工作规定，裁判的评议结
果不会对外公布，但如果经裁委会评
议后，确认是重大错判，中国足协将
会对裁判人员进行严肃处理。”

黄 诗 薇 称 ，赛 区 内 多 次 出 现 围
堵、攻击裁判的严重违纪行为：赛后，
保定容大队场上运动员及替补席官
员、运动员冲入场内围堵并指责裁

判；晚 10 点半，裁判员休息室被突然
停止供电；11 点 10 分左右，十余名人
员冲入裁判员休息室，对 4 名裁判员
进行殴打，造成四名裁判员头部、腰
部、腿部等部位受伤。中国足协已责
成赛区对该事件进行调查，要求赛区
查明殴打裁判人员的身份、调查赛后
休息室断电原因，以及赛区安保工作
不力等情况。施暴者的行为已触犯
法律，赛区协调员已第一时间报警，
我们已经要求公安部门进行调查，并
希望公安部门依法惩处涉案人员。
后续，我们也将进一步关注公安部门
对涉案人员的调查处理意见。

她说：“7 月 3 日上午，专项调查组
在京约谈了保定容大俱乐部、河北足
协及保定赛区等有关负责人。保定赛
区和容大俱乐部表示了歉意。保定市
体育局局长到会，表示河北省体育局、
保定市委市政府、保定市体育局对此
事高度重视，并要求俱乐部应该依法
依规表达诉求；保定赛区表示：将从这
一事件中吸取教训，对自身工作漏洞
进行排查，将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建立各方面有效沟通的机制；俱乐部
新任总经理张冠军表示，容大俱乐部
将长期扎根保定足球，对足球持续投
入，并承诺将加强俱乐部内部人员管
理，从此事件中吸取教训。俱乐部同
时表态将积极配合中国足协的调查，
接受中国足协的处罚。今天上午，容
大集团董事长孟永强也来到足协，与
协会执行局相关负责人和协会领导进
行了沟通，并为俱乐部相关人员的不
当言行表达了后悔与歉意。专项调查

组已将收集到的本场比赛的完整录
像、有关视频、影音、图片和文字等资
料，提交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纪委会
将按照工作流程启动相应工作，并于
近日公布对此事件的具体处罚决定。”

黄诗薇呼吁：“长期以来，裁判执
法水平受到外界广泛关注。中国足
协一直将提升裁判业务水平作为工
作重点，就如何有效提高裁判员业务
水平，我们也在认真研究，不仅会继
续加强裁判员培训，就外界提出的提
高裁判判罚准确性的有关手段，如增
加附加助理裁判（底线裁判）、视频裁
判，我们也在研究并讨论其可行性；
此外，下一步足协也将积极探索设立
职业裁判。但同时，我们也想重申并
且呼吁外界，《足球竞赛规则》赋予裁
判员在比赛场上的权威不容挑战，绝
不允许以围堵、谩骂，甚至诉诸暴力
的恶劣行为面对裁判。整肃赛风赛
纪将是中国足协今年坚决贯彻的工
作原则，还希望各俱乐部、球员能够
多一些理解与尊重，回归理性。”

日前有消息称，中超联赛电视公
共信号制作及全媒体版权合作伙伴
体奥动力因政策调整提出降低版权
费，黄诗薇对此表示：“感谢体奥动力
对中超联赛和中国足球的投入和支
持。对于最近政策调整给体奥动力
业务带来的影响，中超公司正在积极
与体奥动力沟通，争取达成双方满意
的结果。中国足协高度关注此事，并
将积极推动双方的沟通。”

而对于中甲、中乙联赛版权商也要
求降低版权费的传闻，黄诗薇予以否认。

中国足协：

保定容大退赛事件中裁判遭殴打

新华社澳大利亚黄金海岸 7 月 4 日
电（记者张小军 朱宏业）新任国际乒联代
理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丹顿 4 日说，乒乓
球运动要生存和发展，必须注入更多商业
元素。

“（我）未来的工作重点是推广乒乓球
走商业化道路。”丹顿在国际乒联世界巡
回赛澳大利亚公开赛首个正式比赛日接
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时说。

丹顿说，2017 年世界经济不景气，体
育市场内资金枯竭。乒乓球运动必须适
应这种市场环境，有长期战略和短期办
法，保证产业的健康成长。

此前，国际乒联推出了一系列创新，
比如全新的乒乓球玩法——“街头乒乓”
（简称 TTX），希望吸引更多的人热爱乒
乓球运动。

“‘街头乒乓’仍是一个婴儿，距离成
为乒乓球世界的主要角色为时尚远，我们
会继续推广这项运动。”丹顿说，“同时，
我们不会忘记乒乓球这项美丽运动已经
取得的成绩。（国际乒联会致力于）把乒乓
球运动，包括职业乒乓球运动推向另一个
高峰。”

39 岁的澳大利亚人丹顿曾长期担任
国际乒联营销总监，他于 7 月 3 日晚被任
命为国际乒联代理首席执行官。

丹顿认为，乒乓球商业化已经对乒乓
球运动产生积极影响。

“在中国、日本和德国等乒乓球大国，
商业化在乒乓球运动中的重要性不断上
升。”丹顿说，“我会努力让这项运动更加
关注市场，并做出很多改变，比如乒乓球
国际赛事的结构和组织方式，以便比赛能
够为乒乓球运动带来更多的经济资源。”

虽然乒乓球运动已经有许多创新，但
丹顿认为，相比其他类似的运动项目，乒
乓球运动的改革速度仍然不让人满意。

“与乒乓球类似的一些运动项目进行
了改革，取得不错效果。乒乓球需要追赶
这些改革。”丹顿说，“对于乒乓球运动的
有利因素是，很多人都多多少少打过乒乓
球，每个人都了解这项运动。如果能够全
面推向市场，对于这项运动和国际乒联来
说，潜力是难以估量的。”

丹顿看好与中国乒乓球界的合作，认
为乒乓球运动的未来依靠国际乒联和中
国乒乓球界的合作。

“现在是乒乓球的新时代，国际乒乓
球界有了新的管理机构。国际乒联目前
与中国乒乓球界保持着紧密的关系。（推
动乒乓球运动在全球发展）唯一的办法是
合作，（国际乒联）与中国乒乓球协会和中
国乒乓球产业合作，实现双赢。”

新华社布达佩斯 7月 4日电（记者杨
永前）匈牙利游泳名将霍苏 4 日在社交网
站脸书宣布，代表职业游泳运动员利益的
国际组织“全球职业游泳运动员协会”当
日宣告成立。

霍苏写道，目前已有 30 多名游泳运动
员成为这一组织的成员，其中包括 15 名
奥运会冠军。

她写道：“协会的目标是有拥有更多
的成员。协会也将使我们共同代表职业
运动员的利益成为可能，对今天在游泳运
动中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并有
机会影响我们这项运动的未来发展。”

霍苏称，现在我们有权利期待国际泳
联的领导人给我们在桌上留一个位置。
我们期待游泳运动员被视为平等的伙伴
与他们谈话，我们期待他们倾听专业游泳
运动员的声音。

根据国际泳联 5 月底公布的最新修改
的 2017 年世界杯短池系列赛参赛规则，一
名游泳选手在每一站比赛中，最多只能参
加 4 个单项比赛。而素有“铁娘子”美誉
的霍苏自 2012 年以来连续 5 年获得世界
杯年度女子总冠军，这 5 年来她参加了所
有世界杯系列赛的分站赛，每一站都角逐
10 个以上的单项。

6 月 21 日，霍苏在社交网站脸书发表
公开信，呼吁游泳运动员团结起来，同时，
她对国际泳联没有询问运动员的意见就
修改参赛规定的做法表示不满。她认为，
涉及世界杯系列赛参赛规则的修改从长
远讲将扼杀这个系列赛。

国际乒联：
乒乓球运动
必须推广商业化

匈牙利游泳名将霍苏宣布
成立“全球职业
游泳运动员协会”

新华社柏林 7月 3日电 国际汽
联（FIA）3 日对 F1 法拉利车手维泰尔
上周在阿塞拜疆站报复对手的行为
进行调查。如果国际汽联决定追加
处 罚 ，那 么 维 泰 尔 将 面 临 停 赛 的 可
能。

据德新社报道，国际汽联当天在
巴黎总部召开会议，对上周在巴库进
行的阿塞拜疆大奖赛中法拉利车手
维泰尔故意撞击梅赛德斯车手汉密
尔顿赛车的行为进行调查，决定是否
对德国人进行进一步处罚。报道说，
维泰尔可能面临在本周末的奥地利

大奖赛中停赛的处罚。
在一周前的阿塞拜疆大奖赛上，

维泰尔在安全车领跑的情况下撞上
了前面的汉密尔顿，他加速开到对手
旁边，抗议英国人急刹车导致他“追
尾”，并再次用赛车侧面撞击了汉密
尔顿的赛车。德国人因此遭到赛事
组委会做出的在维修区停车 10 秒的
处罚。

最终，被罚的维泰尔和汉密尔顿
在巴库分获第四、五名。目前在年度
车手积分榜上，维泰尔领先汉密尔顿
14 分居榜首。

维泰尔或将面临
国际汽联追加处罚

据新华社首尔 7月 4日电 韩国足协 4 日
宣布，申台龙将出任韩国男足的主教练，这位
韩国籍主帅将率领球队征战 2018 年世界杯预
选赛亚洲区 12 强赛最后的两场比赛。

上月中旬韩国队在 12 强赛中客场以 2：3
不敌卡塔尔队之后，原主教练施蒂利克遭到解
雇。8 轮比赛过后，韩国队以 13 分位居 A 组第
二，尚未获得直接晋级世界杯的资格，球队目
前仅领先排名第三的乌兹别克斯坦队一分。

申台龙成为
韩国男足新任主教练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4 日电 NBA 中国 4
日 宣 布 ，第 二 届 NBA 五 人 制 精 英 篮 球 赛

“NBA 5v5”将在今夏再次火热开打。与 2016
年的首届比赛相比，今年受邀参赛的草根精英
球队从 16 支“扩军”到 32 支，并首次有来自中
国香港和中国台北的球队参赛。

本年度 NBA 5v5 的比赛将于 7 月 8 日在成
都东郊记忆创意园区拉开序幕，32 支草根精
英球队将分别在成都、深圳、南京和北京展开
分区荣誉的角逐，每个城市的冠军和亚军将参
加于 9 月 2 日和 3 日在上海举行的全国总决
赛。参赛队伍有机会赢取分区决赛以及全国
总决赛共计人民币近 100 万的赛事总奖金。

2016－2017 赛季 NBA 联赛最佳第六人、来
自休斯敦火箭队的埃里克·戈登将前往成都参
加揭幕战，并参与一系列互动活动。犹他爵士
队的里基·卢比奥、密尔沃基雄鹿队的克里斯·
米德尔顿、华盛顿奇才队的布拉德利·比尔也
分别会在深圳站、南京站以及北京站和球迷们
近距离接触。此外，更有 2007－2008 赛季总决
赛最有价值球员、曾经 10 次入选全明星的保
罗·皮尔斯来到上海助阵最终的全国总决赛。

第二届NBA五人制
精英篮球赛今夏回归

温布尔登
网球公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