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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那不勒斯7月8日电（记者
公兵 周畅 刘旸） 8日，中国大学
生跳水队在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跳
水项目最后一个比赛日获得 3 金 1
银，在15个项目中收获11金4银完美
收官。

混合全能比赛中，中国队黄博文
和焦婧婧以381.80分拿下冠军；男子
10米跳台决赛中，黄博文不敌墨西哥
选手获得银牌。此外，根据此前跳水
单人项目和双人项目的成绩，中国队
还在当日获得男、女团金牌。

跳水队教练晏辉表示，对这次比
赛队员们的表现十分满意，男、女团

都获得冠军是中国跳水队硬实力的体
现。

金牌的光芒同样闪耀在田径赛场
——雅加达亚运会季军张德顺以34
分 03秒 31在女子 10000米比赛中摘
金。

张德顺认为虽然名次令人满意，
但自己成绩并不理想。“刚开始自己
带了3圈，但（后来）感觉体力比较
差就跟着跑了。最后两圈开始发力，
两个日本队员也上来了，我就拼了一
把，加了速。”她说。

女足比赛上演八强战，中国队迎
战爱尔兰，常规时间双方打成0∶0，

按照规则比赛直接进入点球大战。点
球大战中，中国队闫颖颖的罚球打
高，李江红的罚球被对方门将扑出，
最终中国队1∶4不敌爱尔兰队，无
缘四强。

当场有亮眼表现的闫颖颖赛后表
示：“罚第一个点球本来就挺有压
力，没有罚进，特别可惜，也让同伴
们可能丧失了一些信心。我们给自己
定的目标是进入四强，所以还是觉得
很可惜。”

同样的遗憾还出现在射击赛场。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三四名PK中，
中国组合史梦瑶/王岳丰13∶17不敌

俄罗斯组合伊万诺娃/潘琴科，无缘
铜牌。王岳丰和史梦瑶都是第一次在
新PK赛制中参加决赛，可能缺少经
验和一点点运气。

本次世界大运会网球女双头号种
子、中国组合叶秋语/郭涵煜轻取斯
洛伐克组合晋级八强。郭涵煜赛后表
示，比赛总体比较顺利，第一场比赛
还没有发挥到最好，两个人还在慢慢
适应。当日叶秋语还参加了女子单打
比赛并取胜，加上昨天单打同样取胜
的郭涵煜，两个小姑娘也在单打赛场
携手晋级16强。此外，男双组合吴
昊/许帅击败英国组合晋级八强。

世界大运会综合：

中国跳水“梦之队”完美收官

新华社南京7月 9日电 （记者
刘巍巍） 中国足协第 22 届“贝贝
杯”青少年足球赛（12岁男子组）9
日在江苏省张家港市凤凰镇开赛，来
自全国的16支球队的近300名小运动
员参与竞逐。

本届比赛将参赛队伍由原先的
32支精简为16支，赛事从7月9日持
续到13日，共进行48场比赛。9日的
揭幕战中，东道主张家港贝贝足球队
以4∶2战胜湖北队。

赛事由中国足球协会、中国宋庆
龄基金会、张家港市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11日，16支参赛队将各选取5名运
动员进行足球技术环节的综合比拼，
12日将进行全体参赛队集体才艺秀，
展示小运动员们绿茵场外的一面。

1983年，首届“贝贝杯”少儿足
球赛在张家港市凤凰镇举行。“贝贝
杯”作为国内举办最早、届数最多、
坚持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全国
性青少年足球赛事，累计吸引了5000
多名运动员参赛，范志毅、李铁、杨
晨、肇俊哲、孙继海、邵佳一等诸多
中国知名球员都曾参加这一赛事。

第22届“贝贝杯”
青少年足球赛开幕

7月8日，中国队球员吴前（左）在比赛中进攻。
当日，在2019NBA夏季联赛中，中国队以84比80战胜夏洛特黄蜂队。 （新华社记者 李颖 摄）

NBANBA夏季联赛夏季联赛：：中国队胜黄蜂队中国队胜黄蜂队

7月9日，上海选手王雪毅在比赛中。当日，在2019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跳
高决赛中，上海选手王雪毅以1米86获得冠军。（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 摄）

20192019全国田径锦标赛全国田径锦标赛：：

女子跳高王雪毅夺冠女子跳高王雪毅夺冠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记者
白瀛）作为北京鼓楼西剧场开业大
戏，英国当代戏剧家马丁·麦克多
纳的代表作《枕头人》2014年首次
在华上演。时隔5年，该剧大剧场版
将于8月1日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

马丁·麦克多纳生于1970年，
是英国“直面戏剧浪潮”代表作家，
以黑色幽默和批判精神闻名，其戏剧
代表作《枕头人》先后在伦敦西区和
纽约百老汇上演，获得英国最高戏剧

奖项劳伦斯·奥利弗奖，其编导的电
影《三块广告牌》曾获第74届威尼
斯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英国电影学
院奖最佳影片、第90届奥斯卡金像
奖最佳女主角等奖项。

《枕头人》中，作家卡图兰因为
其小说中的可怕情节与正在发生的
连环儿童虐杀案的手段极为相似而
遭到指控。在两位警探的审讯过程
中，卡图兰诉说起自己所写的那些
关于“枕头人”的黑暗故事……

中国版《枕头人》将首次搬上大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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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7月9日电（记者
白明山）记者从河北省临城县获悉，
文保工作人员在该县普利寺塔南进
行土地平整时发现一通明代石碑，
该石碑为明代右佥都御史乔壁星撰
写的“普利寺饭僧碑记”，镌刻时间
为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距今
已有406年。

据《明史》卷二百二十九列传第
一百一十七记载，乔壁星是临城人，
生于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七月十四日，
卒于万历癸丑年四月初十日，官至明
代右佥都御史，亦巡抚四川。

由于施工原因，该碑出土时已
损坏，石碑残高227厘米、宽90厘
米、厚30厘米。碑文为楷书，共计
748字。碑文介绍了普利寺僧信梅
倡议为众百姓施舍粥饭，乔壁星为
此善举撰文立碑，永垂于后。

据临城县文物保管所所长索丽霞
介绍，根据县志记载，普利寺肇建于
唐代，毁于民国年间。该碑的发现，
对研究普利寺的规模、肇建年代及明
代右佥都御史乔壁星均提供了实物资
料，为下一步普利寺遗址的考古发掘
提供了珍贵的史料物证。

临城发现明代万历年间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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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明

李明丽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130527600108419，核准日期：2014 年 06 月 04

日，声明作废。百泉国际商贸城项目相关利害关系人:
近日，邢台龙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向我局提出申请，在不改变用地性
质、建筑功能、建筑风格及色彩且容积率、
建筑密度、绿地率等各项指标满足要求的
前提下进行以下变更：

1、27-30#楼门市开间尺寸、楼梯间、
开敞连廊调整及层高调整。

27-30#楼门市开间尺寸由 3.8 米调
整为4米；楼梯间由敞开楼梯间调整为封
闭楼梯间；二、三、四层连廊由开敞连廊调
整为封闭连廊；一层层高由4.5米调整为
4.9米，二层层高由3.9米调整为3.5米，总
高度不变。

2、31#楼层高调整、楼梯间位置调整。
31#楼一层层高由 4.5 米调整为 4.9

米，三层层高由3.9米调整为3.7米，四层
层高由3.9米调整为3.7米，总高度不变；
楼梯间位置进行调整，外墙玻璃幕位置进
行调整。

3、地下室坡道调整。

取消 31#楼北侧地下室坡道，30#楼
东、西侧增加货物电梯及人防通道。

调整后地上建筑面积增加 731.96 平
方米，地下建筑面积减少333.68 平方米，
建筑总面积增加398.28 平方米。（主要内
容见附图）。

该行政许可事项可能关系到你们的
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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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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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9日

邢规技建字〔2019〕392号
建设行政许可利害关系人告知书

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