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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崔元磊 陈威华 赵焱

随着东道主巴西队捧杯，2019年
美洲杯曲终人散。整体来看，巴西队
延续了此前世界杯预选赛期间一骑绝
尘的态势，而其他传统强队都或多或
少面临着亟须解决的问题。

综合来看，巴西队夺冠当之无
愧，各个位置上都有球员发挥出色。
门将阿利松在整个比赛的常规时间内
仅在决赛中被点球攻破球门；阿尔维
斯老当益壮，不仅防守稳固，而且多
次插上，在进攻中给球队带来帮助，
其出色的综合表现也让他被评为本届
美洲杯最佳球员；中前场的库蒂尼

奥、热苏斯、埃弗顿、菲尔米诺、理
查尔里森则轮番建功，保证了“桑巴
军团”最终夺魁。

虽然美洲杯前外界对梅西和阿根廷
队期望甚高，但这支正处在新老交替的
球队获得第三名也算是不错的成绩。更
难能可贵的是，阿根廷每场比赛都有进
步，能及时针对上一场比赛中表现欠佳
的方面，在下一场比赛中做出及时的技
战术调整并在场上贯彻执行，这对年轻
的球队至关重要。主教练斯卡洛尼当下
亟须解决的是球队的防守问题，应在人
员选择和捏合整体后防线方面做出进一
步的尝试和调整。

智利、乌拉圭两支传统强队在本

届美洲杯上表现不佳。从阵容来看，
球队的关键位置依然是老将担纲。无
论是智利队的桑切斯、比达尔，还是
乌拉圭队的戈丁、苏亚雷斯，他们在
球队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依然无可替
代，但着眼长远，球队需要年轻力量
快速成长，与老将形成合力。尤其是
本届美洲杯参赛球员平均年龄最大的
智利队，在“黄金一代”逐渐老去的
情况下，球队亟须掀起“青春风暴”。

秘鲁和哥伦比亚一直是南美足坛
重要的搅局者。获得本届美洲杯亚军
的秘鲁队，在主教练加雷卡的带领下
进步明显。他去年帮助秘鲁时隔36
年重返世界杯，今年又带领秘鲁时隔

44年重返美洲杯决赛。
哥伦比亚队美洲杯小组赛三战全

胜，一度被看好，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点球惜败智利队。球队中不少球员在五
大联赛效力，并担任首发，正值当打之
年。假以时日，在加雷卡和奎罗兹两位
经验丰富教练的调教下，秘鲁和哥伦比
亚将会给球迷带来更多惊喜。

委内瑞拉和巴拉圭两支球队的关
注度虽然不高，但在本届美洲杯上的
表现仍然可圈可点。小组赛中，委内
瑞拉队战平巴西；巴拉圭队战平阿根
廷，四分之一决赛常规时间逼平巴
西，都表明两支球队在竞争激烈的南
美足坛有一定竞争力。

从巴西美洲杯“管窥”南美诸强
7月4日，桥西区

总工会、文化体育和
旅游局联合举办第一
届职工趣味运动会，
该区20余个单位、80
余名职工参加比赛。
（记者 张驰
通讯员 王贤亮 摄）

近日，省煤田
地质局二队开展了

“ 颂 歌 献 给 党
建功新时代”歌咏
展演活动。全队职
工激情放歌，用嘹
亮的歌声赞美伟大
的祖国，激发了大
家爱党爱国热情，
展示了新时代地勘
工作者风采。

（刘峰 摄）

新华社北京7月 8日电 据中
国高尔夫球协会 8 日消息，在美
国当地时间 7 日结束的 2019 年女
子高尔夫美巡赛 （LPGA） 刺莓溪
精英赛中，中国名将冯珊珊以一
杆的优势收获职业生涯 LPGA 第 10
冠。

在刺莓溪精英赛最后一轮争
夺中，冯珊珊最后一洞抓下小鸟
球，以总成绩 259 杆、低于标准
杆 29 杆 （65-64-67-63） 的优异成
绩获得冠军。泰国选手阿瑞亚以
一杆之差收获亚军，韩国名将梁
熙 英 获 得 第 三 名 ， 成 绩 是 263
杆。

这是冯珊珊职业生涯赢得的
第 10 个 LPGA 冠军奖杯，同时也
是 她 继 2017 年 11 月 之 后 首 次 夺
冠。

赛后，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向身为
国家女队队长的冯珊珊发出贺信，并
鼓励国家队全体人员在冯珊珊的带动
下以更优异的成绩冲刺备战东京奥运
会。

女子美巡赛

一杆优势折桂
冯珊珊夺第十冠

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记者
周欣 卢羽晨 李嘉） 8日，中国
游泳队公布了参加韩国光州世界游
泳锦标赛的43人名单，其中包括20
名男选手和23名女选手。中国队长
孙杨、前奥运冠军叶诗文、世界冠
军徐嘉余以及傅园慧、汪顺、刘湘
等名将全部在列。

孙杨作为世锦赛七朝元老，报名
参加200、400、800和1500米自由泳

“超级套餐”，多场次高水平对抗，对
他的体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目前
孙杨在香港全心备战世锦赛。

2011年上海世锦赛时曾惊艳世
界的伦敦奥运会冠军叶诗文将参加
200米、400米混合泳和“新主项”
200米蛙泳。

去年亚运会打破女子50米仰泳
世界纪录的刘湘本次世锦赛将全力
冲击50米自由泳。她透露自己一直
在强化体能训练。“希望以更强大的

体能和更强大的心理去和国外高手
对抗！”

43人的队伍中，年龄最小的男选
手是2003年出生的洪金权，女选手则
有2005年出生的王一淳和余依婷。

世锦赛名单如下：
男子：孙杨、徐嘉余、汪顺、

闫子贝、李朱濠、王鹏、覃海洋、
季新杰、何峻毅、余贺新、王一
哲、曹犄文、李广源、王立卓、崔
峻铭、商科元、王舟、洪金权、杨
金潼、张睿轩；

女子：叶诗文、傅园慧、王简嘉
禾、刘湘、张雨霏、史婧琳、杨浚瑄、朱
梦惠、李冰洁、柳雅欣、彭旭玮、索冉、
陈洁、艾衍含、王一淳、余依婷、吴卿
风、王靖卓、张可、于静瑶、朱嘉铭、董
洁、张雨涵。

中国游泳队将于 16 日出发光
州。游泳世锦赛于7月12日开幕，28
日落幕，其中游泳比赛于21日开始。

中国游泳队公布世锦赛名单

孙杨、徐嘉余、叶诗文、傅园慧领衔

近日，河北顺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

我局提交了《关于临城顺势洲际商务项目规

划及建筑方案设计局部调整的申请》，该项目

位于岐山湖大道和平安街交叉口西北角。为

满足《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的要求，拟在不改变用地性质、

不改变建筑风格的前提下，对规划设计方案

进行优化调整。调整后，容积率、绿地率保持

不变，建筑密度由39.12%调整为38.28%，各项

指标符合规划条件要求。主要内容如下：

1. 调整外墙保温。在满足规范的前提

下，减少外墙保温厚度。

2.微调建筑轮廓。对商务1#楼轮廓进行

微调，优化立面玻璃幕墙分格，在不改变整体

布局的基础上，优化室内平面布局及室内外

交通核。调整后，1#楼总建筑面积不变，基底

面积由 1220.63 平方米变更为 1188.04 平方

米。

3.调整标高。对商务1#楼周围场地标高

进行调整，增加了消防扑救场地外围的标高。

4. 为满足消防规范，增加了地下一层消

防水池的容量，相应调整了地下设备用房和

车库的平面布局。

5.增加机房和风井。在1#楼楼梯间增加

加压送风井，顶层增加设备机房，机房层增加

专门送风机房。

6.在满足安全疏散的前提下，取消1#楼

西侧仅联系地下一层和首层的楼梯及楼梯出

入口，调整为商务用房，在 1#楼首层增加了

北侧门厅东侧出入口及西侧商务用房楼梯出

入口。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五

十条，特此告知。您可以自公示告知书公示

之日起10日内（2019年7月18日前），持有效

身份证明向本机关陈述您对该事项的书面意

见，并可以提出听证申请。逾期未提出的，视

为您自动放弃上述权利。

特此告知。

联系电话：7191683

2019年7月4日

临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行政许可利害关系人告知书
临自然字【2019】33号

邢台市木材公司职工集资住宅楼项目相
关利害关系人:

近日，邢台市木材公司向我局提交
了《邢台市木材公司关于职工集资住宅
楼项目规划变更的申请》收悉。该项目
由邢台市木材公司开发建设，2010年9月
16 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
第 130501201001061 号）, 证 载 面 积 为:
26361.199 平方米。为完善后续手续办
理。拟进行以下变更：

1、将2#楼由3层住宅改建为5层住
宅，将3#楼由3层住宅改建为5层住宅、
由跃层改为单层单户，增加26户（其中，
2#楼增加10户，3#楼增加16户）。

2.建筑面积由26361.199平方米变更
为 28726.87 平 方 米 。（增 加 建 筑 面 积

2365.671平方米，为地上建筑面积）。
经审查，变更后容积率未超出土地

出让合同约定的上限值，绿地率、停车
率，仍满足规划指标相关要求
（以上变更详见附图）。

依据《城乡规划法》第五
十条规定，特此告知。你可以
自公示告知书公示之日起10
日内（自2019年7月2日起），
持有效身份证明向本机关陈
述你对该项行政许可事项的
书面意见，并可以提出听证申
请。逾期未提出的，视为你放
弃上述权利。

特此告知。
联系电话: 2261056

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7月1日

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邢自然技字（2019）第385号

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行政许可利害关系人告知书

施
工
公
告

因冀交公路（2017）330号文件，于2019年7月5
日至2019年9月30日，对京深线（107）沙河东环至邢
邯界段K439+000至K449+500路段进行施工，为确
保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施工期间对路段采用半幅施
工交通管制，请途经该路段的车辆主要交通标志，减
速慢行，确保安全，因此带来诸多不便，敬请谅解和
支持，并注意安全。

特此公告
邢台市交通综合执法支队

邢台市交通警察支队
2019 年7 月 1 日

施
工
公
告

因冀交公路（2017）330号文件，于2019年7月5日
至2019年9月30日，对G107国道沙河大桥段K429+
000至K434+000路段进行施工，为确保安全生产工作
落实，施工期间对路段采用半幅施工交通管制，请途
经该路段的车辆主要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
因此带来诸多不便，敬请谅解和支持，并注意安全。
特此公告

邢台市交通综合执法支队
邢台市交通警察支队

2019 年7 月 1 日

公路施工公告
国道 G107 线东庞路口至沙河东环段改造工程

K401+664至K404+773.565段处左、右幅内侧车道限行
施工，去往邢台和内丘方向的车辆请改道至中间车道和
外侧车道。给您造成的不便请谅解。谢谢合作！

限行日期：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1日
邢台市交通综合执法支队
邢台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7月1日

声 明

南和县老三大碗面馆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注册号：130527600166447，核准日期：2016年05月05日，

声明作废。

邢台园博园项目内湖已于2019
年7月2日全面注水，为了加强内湖
的安全管理工作，保证广大人民群
众的人身安全，施工单位已在内湖
周边设置了安全警示牌，请园博园
项目周边居民和小孩,遵守园博园项

目安全管理规定：
一、园博园项目内湖严禁游泳、

钓鱼、嬉水等不安全行为，避免发生
溺水事件。

二、请不要向内湖倾倒泥土、垃
圾、杂物。

三、园博园项目现正在紧张施
工中，请勿到园博园项目游玩，避免
发生安全事件。

特此通告。
南方建投邢台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2019年7月3日

通 告 声 明
邢台县东良舍志忠建材经销处不慎将营业执照副本

丢失，注册号：130521600193804，核准日期：2016年4月29

日，声明作废。

公 告
河北德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施工的邢台路桥建

设总公司三角地块扩大水面及景观提升工程已按合同要
求完工，农民工工资已全部结清，没有纠纷。

河北德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7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