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浔兴129:88天津荣钢

浙江稠州107:74四川金强

北京控股106:102广州龙狮

山东西王 84:100 浙江广厦

（7 月 9 日）

CBA复赛第二阶段战报

巴萨1：0西班牙人

赫塔菲1：3比利亚雷亚尔

皇家贝蒂斯3：0奥萨苏纳

西甲战报

（第 35 轮）

罗马2：1帕尔马

亚特兰大2：0桑普多利亚

那不勒斯2：1热那亚

萨索洛客场2：1博洛尼亚

都灵3：1布雷西亚

佛罗伦萨0：0卡利亚里

意甲战报

（第 31 轮）

三亚市崖州区人民政府和我司委托省建设项目规

划设计研院有限公司编制成了《三亚崖州果综合批发

市场(迁建)项目用地规划条件论证及控规单元报告》。

项目选址于崖州区坝头村西侧，用地面积约 252

亩，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一类仓储混合用地，容积率

≤1.2，建筑高度≤24 米，建筑度≤50％，绿地≤25％。

根据《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要求，现对规划图则进行批

前公示。

公示时间：至2020年 8月 9日止。

欢迎社会各界在公示期内提出意见或建议请邮寄

到 ：三 亚 市 河 东 路 182 号 市 资 规 局 ，电 话 ：

0898-88361216，邮政编码：572000。

三亚市崖州区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2020年 7月 9日

关于三亚崖州果蔬综合批发
市场(迁建) 项目地块分图则的

批前公示

资讯
广场广告咨询热线

0898-31885668

商讯众享，便民利民 （每周一至五刊登）

遗失声明 200 元/条（超过 50 个字整条按字数 5 元/字）；一个证（正本、副本）380 元/条。
注销公告 360 元/条

联系电话：18708985058 地址：三亚市迎宾路 145 号天际大厦四楼 本栏目信息由大众提供 请需者谨慎选择

★ 海南自贸区亿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 三亚慧居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遗 失 声 明 ★ 倪华丽遗失与海南嘉鹏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
买卖合同一式肆份，合同登记编号：201609288000015现
声明作废。

“九龙豪庭”全体业主：
我司在与各业主签订销售合同中的第二十三条“关

于物业管理区域共用部位有关事项的约定，第7款 该商

品房所在小区的一楼的架空层和不参加分摊的建筑面积

以及未计入公摊面积的小区配套设施、设备的所有权，归

出卖人所有”的约定（以下简称出卖人所有的约定）。而

实际的情况是“架空层和不参加分摊的建筑面积以及未

计入公摊面积的小区配套设施、设备”均做为“九龙豪

庭”项目的公共配套，即为公共场所由业主自由使用。经

审查决定，我司放弃销售合同中出卖人所有的约定，同时

放弃该财产物权，其产权归全体业主享有。

特此声明

乐东大原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 7月 9日

关于《架空层、不参加分摊的建筑
面积和小区配套设施、设备所有权

归全体业主所有》的声明

新华社北京 7 月 9 日电（记
者姬烨 汪涌）9 日，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
（以下简称北京冬奥组委）、北京
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联
合向全球发布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公共艺术作品征集公
告，邀请全球艺术家用艺术语言
体现冬奥理念，共同打造奥运文
化遗产。本次活动最终入选的 10
件“最佳方案”将永久安置于冬奥
场馆核心位置。

在北京冬奥组委首钢办公区
的全球征集活动现场，北京冬奥
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
宣布本次公共艺术作品全球征集
活动正式启动。北京市委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北京冬奥组委新闻
宣传部部长赵卫东主持本次活
动。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
会副主任施卫良对公共艺术与城
市文化进行了介绍。北京冬奥会
公共艺术策划委员会主任吴洪亮
介绍了活动的整体安排和 13个摆

放作品的预选点位。
本次活动最终入选的 10 件

“最佳方案”将永久安置于国家速
滑馆、延庆赛区主入口广场、张家
口颁奖广场等核心位置，与竞赛
场馆共同组成北京冬奥会重要的
文化遗产。同时，主办方还将以
国际化视野和思考，力求让本次
全球征集活动成为艺术家与国际
艺术平台链接的桥梁。

韩子荣表示，奥林匹克运动
从诞生之日起就跟公共艺术有

着天然的联系，许多从奥运获取
灵感而创作的艺术作品，堪称人
类艺术史的瑰宝；而奥运理念和
文化通过艺术作品的诠释，也愈
加璀璨壮丽。本次全球征集活
动将以“点染冰雪 凝铸冬奥”为
主题。

据悉，本次公共艺术作品征
集主要以雕塑为表现形式，提倡
造型新颖、应用新材料技术的设
计。作品征集时间截至北京时间
2020 年 10 月 15 日。之后，组委

会办公室将邀请专家评委依次评
选出 100 名“入围奖”和 20 名“提
名奖”。其中 20 名“提名奖”将制
作正式小样进行公开展示，并由
公众网络投票选出最终 10 名“最
佳方案”。

在活动现场，中国文物学会
会长单霁翔、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范迪安、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
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李象群等，以
及著名运动员张培萌通过视频向
全球艺术家发出了诚挚邀约。

想让你的艺术作品永久摆在冬奥场馆？

冬奥组委喊你来设计

据新华社马德里 7 月 8
日电（谢宇智）中国球员武磊
效力的球队西班牙人 8 日晚
在西甲联赛第 35轮中以 0：1
不敌巴塞罗那，时隔 27 年重
新降入西乙。

目前联赛还剩下三轮，
西班牙人在西甲积分榜上以

5胜 9平 21 负积 24 分排名垫
底，距离少赛一场排名第 17
位的埃瓦尔有 11 分差距，已
确定提前降级。西班牙人主
帅鲁菲特赛后向球迷表达了
歉意。他说：“眼下的情形非
常让人痛心，但我们必须昂起
头，站起来。”

尽管一球输给巴萨，但
鲁菲特认为，球队本场的表现
可圈可点，这足以为球队未来
的重建提供思路。他说，俱乐
部将马上开始着手建设一支
新的西班牙人，而“今天的比
赛就是未来最好的榜样”。

这是西班牙人历史上第

五次降级。上一次这支球队
降 入 西 乙 还 要 追 溯 到
1992-1993赛季，但仅仅一个
赛季后他们便重新回到西甲
赛场。

西班牙人在西甲已累计
征战 85 个赛季，在西班牙所
有俱乐部中排名第四，仅次于
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和毕尔
巴鄂竞技，与巴伦西亚齐平。

武磊本赛季在西甲首发
出场 19 次，替补出场 11 次，
总共出场 1551 分钟，攻入 4
球。巴萨是过去两届西甲冠
军，目前在积分榜落后少赛一
轮的“领头羊”皇马 1 分。武
磊曾让巴萨少拿了2分：1月5
日在西甲第 19 轮，西班牙人
主场以 2比 2逼平巴萨，武磊
第 74分钟替补出场，第 88分
钟攻入扳平比分的精彩进球。

在西甲重启后的首轮比
赛，武磊攻入一球，帮助西班
牙人主场以 2 比 0 完胜阿拉
维斯，他被评为当场最有价值
球员。武磊在第三任主帅阿
韦拉多执教期间颇为出彩，证
明自己具备在欧洲顶级联赛
立足的实力，下赛季征战西乙
有点可惜了。除了传闻来自
英超沃特福德和狼队的邀约，
武磊也应该认真考虑其他西
甲球队的邀约，他毕竟适应了
西班牙的生活。

西班牙人时隔27年再降级

武磊去留未明

新华社罗马 7 月 8 日电
（黎 梦 青）意大利足球甲级联
赛 8 日继续进行第 31 轮的比
赛，那不勒斯客场 2：1 战胜热
那亚，罗马主场 2：1 战胜帕尔
马，亚特兰大主场 2：0 战胜桑
普多利亚，暂时升至积分榜第
三位。

梅尔滕斯在上半时尾声远
射 破 门 ，为 那 不 勒 斯 先 下 一
城。不过下半时开始仅五分
钟，格尔达尼加就在门前头球，
为主队扳平比分。那不勒斯在
第 64 分钟进行人员调换，前锋
洛萨诺上场仅两分钟便在禁区
内打进制胜一球，助那不勒斯

2：1赢得比赛，热那亚则掉落至
降级区。

在客场对阵罗马的比赛
中，帕尔马凭借库茨卡第 9 分
钟的点球率先破门，不过此后
姆希塔良与韦勒图连追两球助
罗马反超。虽然帕尔马前锋热
尔维尼奥第 76 分钟打进一球，

但因越位无效，最终罗马 2：1
获胜。

亚特兰大凭借托洛伊和穆
里尔的进球，主场战胜桑普多
利亚，获得联赛九连胜，并在积
分榜上暂时超越少战一场的国
米，升至第三，与第二名拉齐奥
的差距缩小为2分。

那不勒斯、罗马分别获胜

亚特兰大升至积分榜第三

新华社吉隆坡7月9日电（记
者 林昊）亚足联 9日表示，经过与
下属足协、联赛和俱乐部协商，制
定了包括国家队、俱乐部、室内足
球等 2020 年各项赛事的日程表。
其中，亚冠联赛东亚区的比赛拟于
10 月重启，决赛于 12 月 5 日举
行。小组赛至半决赛阶段以赛会
制形式进行，淘汰赛及决赛均改为

单回合淘汰制，比赛地点待定。
根据亚足联发布的比赛日程，

亚冠小组赛东亚区小组赛阶段的
比赛将于 10 月 16 日至 11 月 1 日
进行。其中，北京国安队所在E组
比赛将于10月 19日至 31日进行；
上海申花队所在 F 组比赛将在 10
月 16 日至 31 日进行；广州恒大队
所在 G 组以及上海上港队所在 H

组的比赛将于10月 17日至11月 1
日进行。

东亚区的淘汰赛将于11月进
行。其中，东亚区的亚冠八分之一
决赛将于11月 3日和4日进行；四
分之一决赛将于11月25日进行；半
决赛将于11月 28日进行。决赛定
于12月5日，将在西亚区场地进行。

西亚区的亚冠比赛日期早于

东亚区。其中，小组赛将于 9月进
行，八分之一决赛和四分之一决赛
在 9 月底前结束，半决赛将在 10
月 3日举行。

亚足联杯的比赛将从 9 月下
旬开始，到12月结束。

亚足联方面表示，亚冠联赛和
亚足联杯比赛场地有待确认，其中
小组赛阶段将完整举行，包括决赛

在内，淘汰赛为单回合决胜。
亚足联 9 日还宣布了亚足联

U-19 男足锦标赛、亚足联男子室
内 五 人 制 足 球 锦 标 赛 、亚 足 联
U-16 男足锦标赛、亚足联男子室
内五人制足球俱乐部锦标赛等比赛
的日程。此前，亚足联宣布，卡塔尔
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 40强赛剩余
比赛拟于今年10月和11月举行。

亚冠联赛东亚区比赛拟于10月重启
淘汰赛改为单回合决胜

新华社华盛顿7月8日电（记者 王集旻）2020
年莱德杯高尔夫球对抗赛组委会8日宣布，本届赛事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而被迫推迟到2021年举行。

该赛事原本定于今年 9月 25日至 27日在美国
威斯康星州举行，推迟后的时间为明年9月 24日至
26日。

目前，美国疫情呈现日趋严重的态势，累计确
诊病例已经超过3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3万
例。莱德杯组委会表示，为了确保安全，推迟比赛
成为不得不做出的决定，此外参与各方也认为，莱
德杯赛事需要现场观众，但目前的状况已经没有这
种可能。此前重启的高尔夫美巡赛均无现场观众。

莱德杯赛创办于1927年，参赛的是欧洲队和美
国队，参与球员都是当今世界的顶尖球员。上一届
莱德杯在法国进行，当时欧洲队大胜美国队。

新华社青岛 7月 9 日电（记者 张旭东）CBA
复赛第二阶段 9日继续在青岛两个赛区展开争夺，
天津荣钢队以 88：129 大比分负于福建浔兴队，遭
遇复赛以来的九连败，他们也是复赛以来唯一一支
未尝胜果的球队。

凭借一波快攻，福建队在开场就打出了一波
19：2。天津队虽然依靠三分球逐渐找回进攻感觉，
但首节结束时依然落后 13 分。次节，何思雨表现
出色，单节得到13分。但独木难支，天津队依然难
挽颓势，上半场结束时以52：66落后。

第三节，福建队越打越顺，王哲林和劳森在内
外线充分展现出了统治力，带领球队将分差扩大至
30分。比赛在第四节已基本失去悬念，天津队最终
以88：129负于对手。

劳森本场为福建队砍下26分，王哲林21分 14
个篮板，黄毅超和陈林坚分别贡献了 16 分和 15
分。何思雨为天津队拿下26分，金鑫有13分入账。

天津队主教练刘铁说：“我们这场球输在防守，
特别是在三分球和反击上限制对手不够，回去想办
法解决。另外，篮板球上差距比较大。今天感觉队
伍有些疲劳，可能从南（东莞赛区）到北，气候环境
还不太适应。”

福建队主教练凯撒说：“这场比赛打得不错，做
到了我们想要的。所有球员都上场了，他们很专
注，也很有激情！”

一胜难求！

天津荣钢复赛遭遇九连败

莱德杯高尔夫球赛
因新冠肺炎疫情推迟

新华社罗马 7月 8 日电 已退役
的意大利足坛名宿德罗西 8 日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
为阿根廷球队博卡青年的主教练。

作为罗马俱乐部的传奇球员，德
罗西在 2019年离开“红狼”后曾短暂
效力博卡青年，并于今年 1月宣布退
役。德罗西透露如果之前一切顺利，
或许此时他已经在博卡青年的教练
席上了，但这因为一些小的家庭问题
而搁浅。

回忆自己在博卡青年的时光，德
罗西说：“尽管我在博卡踢球的时间
并不长，但这段经历非常充实。”

至于为何想在博卡青年执教，德
罗西解释道：“在与博卡终止合同的
那一天，我在办公室突然看到了俱乐
部南美解放者杯的冠军奖杯，作为球
员我没有给俱乐部留下任何东西，所
以我想回到那里为球队做点什么。”

德罗西：

渴望执教博卡青年

编辑：李正蓬 校对：黄开祝体育新闻8 2020年 7月 10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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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刺1：0埃弗顿

水晶宫2：3切尔西

沃特福德2：1诺维奇

阿森纳1：1莱斯特城

曼城5：0纽卡斯尔

谢菲尔德联1：0狼队

西汉姆联0：1伯恩利

布莱顿1：3利物浦

7 月 8 日，西班牙人队球员武磊（中）在比赛中带球进攻。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