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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城广场局部体育设施修建性详细规划公示

编制单位：平顶山市规划编制中心

建设地点：鹰城广场东北部，园林路以南，

东邻平煤神马集团林业处，南邻鹰城广场

规划用地面积：11653.05m2

项目简介：平顶山市城乡规划局

2018年四次规划业务审查会原则通过鹰

城广场局部体育设施修建性详细规划。

如对本规划公示有异议，可自本公示

之日起七日内向平顶山市城乡规划局提

出意见和建议。

联系电话：2692186 2390268

俄罗斯世界杯在 14 日进入倒计时
一个月，俄罗斯准备好了吗？俄总统
普京的回答是，“俄罗斯已为举办这届
世界杯做好准备”。目前俄方正对与
世界杯赛事安排相关的各项机制进行
微调。

所有场馆已经准备就绪
俄罗斯世界杯组委会主席德沃尔科

维奇当天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所有的世界杯赛场均通过测试赛
验证了自身的赛事组织能力，已经准备
好迎接世界杯正式比赛。

德沃尔科维奇说，每一次测试赛结
束后，组委会都会认真听取国际足联、球
员和球迷等方面的意见并作出优化。目
前所有的赛场正在根据国际足联的额外
要求进一步扩大入口等待区的面积和优
化赛场内部管理机制等工作。

4 月 27 日，施工进度严重落后于计
划的萨马拉竞技场终于获得官方颁发的
运行许可，标志着俄罗斯12座世界杯体
育场已经全部建成并拥有举行大型国际
赛事的能力。这座可容纳 4.4万多名观
众的钢架结构体育场外观呈半圆弧状，

被当地人称作“飞碟”。虽然其施工过程饱
受各界高度关注，但其复杂并具有创意的
结构设计还是为其赢得了“俄最漂亮场馆
之一”的赞誉。

目前，萨马拉竞技场已经完成了两场
测试赛，最后一场测试赛预计将在16日进
行。与其他赛场的循序渐进不同，萨马拉
竞技场在6日进行第二次测试赛时就将观
众容量由第一次的 1.5 万名扩大至 4 万余
名，满负荷运行。

俄世界杯组委会总经理索罗金表示，
萨马拉竞技场第二次测试赛“组织得很
好”，赛后所有观众能够在 12 分钟左右离
开主场馆并在半小时左右完全离开体育场
区域；但组织方仍需进一步优化观众引导、
交通和赛事组织等问题，“未来体育场将要
接待大量国际球迷，不只是观看测试赛的
本地居民”。

安保不懈怠、反恐经验多
反恐安保工作一直以来都是俄罗斯的

重点关注领域，普京曾多次强调并作出部
署。索罗金日前向普京汇报世界杯安保工
作时表示，俄国民近卫军下属公司将为本
届世界杯总共提供约 21500 名安保人员；

另有 10 余家安保公司为整个赛事选派了
约1.7万名监控及调度人员。

俄罗斯对日常安保工作也非常重视。
以莫斯科为例，在政府机关、旅游景点和公
共交通站点等场所随时可看到全副武装的
警察、国民近卫军士兵以及搜爆犬。同时，
出入这些场所人员均会被要求接受安检；
随处可以听到并看到提醒市民注意可疑包
裹的信息。

俄副外长瑟罗莫洛托夫 11 日在罗马
欧安组织反恐会议期间接受塔斯社采访时
表示，俄罗斯具有丰富的重大国际赛事反
恐和安保经验，2014年俄罗斯高加索地区
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俄安全部门依然保障
了索契冬奥会的顺利举行。

不过，瑟罗莫洛托夫指出，目前越来越
多的恐怖分子会选择从中亚地区进入俄罗
斯，对此俄方也正与中亚各国进行反恐交
流，商讨有关情报交换的合作。

据俄联邦安全局统计，2016和2017两
年间，俄安全部门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
共挫败了41起恐袭图谋。日前，俄安全人
员在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的新乌连戈伊
市抓获20名恐怖分子。这些人原计划在9
日对在莫斯科参加卫国战争胜利日纪念活

动的人群发动恐怖袭击。

打击违规商业行为
为了规范世界杯期间的商业行为，俄罗

斯政府要求所有宾馆进行强制评级、制定私
人房屋租赁价格指导意见，并于2016年2月
以行政命令的形式颁布了世界杯期间主办
城市宾馆限价标准，其中规定价格较高的例
如莫斯科三星级宾馆标间单日价格不得高
于 1.2万卢布（1卢布约合 0.016美元），圣彼
得堡同类房型不得高于1.05万卢布等；价格
较低的例如加里宁格勒同类房型不得高于
4300卢布等。

不过，政府的法令似乎并没有阻止一些
宾馆疯狂提价的脚步。俄罗斯联邦消费者
权益及公民平安保护监督局11日发布公告
称，自政府公布有关宾馆限价措施等命令以
来，该局在全俄境内共查明649起宾馆违规
加价案件、161 起宾馆无证经营案件，共处
罚金已达820万卢布。

公告还说，自2月19日起到世界杯结束
之间，监督局已经开通了消费者热线，来电
者可以向专家咨询宾馆和世界杯授权商品
价格标准等其他涉及消费者权益的信息。

（新华社莫斯科5月14日电）

世界杯还有一个月，普京说俄罗斯准备好了

5月13日上午，两地篮球爱好者在我市一篮球场角逐。近两年来，我
市和保定市的民间篮球队多次组织友谊赛、邀请赛，以球会友，相互交流，
共同进步，营造积极健康的全民健身氛围。两地篮球爱好者连日来在我
市进行了5场老年组、青年组友谊赛。

本报记者 牛智广 摄

以球会友 相互交流

新华社华盛顿5月14日电 在14
日进行的美职篮（NBA）西部决赛首
场比赛中，常规赛头名休斯敦火箭队
在主场以 106119 不敌卫冕冠军金
州勇士队，在七场四胜制的对决中失
去主场优势，落于下风。

双方在上半场你来我往，战成
5656。下半场勇士队发挥出整体优
势，逐渐领先；火箭队第四节开始阶段
一度将分差缩小，但勇士打出一波
134的攻击潮；随后火箭苦苦追赶，
但最终回天乏术饮恨主场。

本场比赛勇士队整体优势明显，
前锋杜兰特发挥神勇，一人砍下 37
分，是球队获胜的最大功臣。“水花兄
弟”汤普森和库里手感也都不错，分别
射下28分和18分，板凳球员的表现也
好于火箭。火箭方面，哈登拿下 41
分，保罗拿下 23分和 11个篮板，戈登
有15分进账，其余人则贡献不多。

“这是西部决赛，火箭一定会和我
们针锋相对，他们总能投中一些关键
的3分，因此我们必须紧咬住比赛，提
高命中率，同时防守端也不能有半点
松懈。”杜兰特赛后说。

火箭和勇士的西部决赛是两队四
年来第三次在季后赛碰面，前两次都
是勇士获胜。如果勇士能在本次系列
赛中击败火箭，将是他们连续第四年
闯入 NBA 总决赛。而火箭上次闯入
总决赛则是在遥远的1995年。

两队第二场较量还将在休斯敦进
行，时间是16日。

美职篮西部决赛首战

勇士击落火箭

新华社广州5月15日电（记
者韦骅）为备战参加2019年亚洲
杯决赛阶段的比赛，中国足协 15
日在官网公布了24人集训名单，
老将郑智回归，上海上港共有 6
人入选。

在这份大名单中，因伤告别
国家队已久的广州恒大老将郑智
榜上有名，随他一同入选的恒大
球员还有曾诚、张琳芃和邓涵
文。上海上港成为国脚大户，共
有包括武磊、颜骏凌在内的 6 人
入选。在江苏苏宁表现出色的
U23小将黄紫昌同样得到了里皮
的征召。

根据安排，中国男足定于

2018 年 5 月 22 日至 6 月 2 日在江苏
南京、泰国曼谷组织集训并参加热身
赛事。

附集训名单：
广州恒大淘宝：曾诚、张琳芃、郑

智、邓涵文；
上海上港：颜骏凌、王燊超、石

柯、武磊、于海、陈彬彬；
天津权健：刘奕鸣、赵旭日；
河北华夏幸福：张呈栋；
广州富力：肖智；
山东鲁能泰山：王大雷、郑铮；
长春亚泰：何超、范晓冬、谭龙；
北京中赫国安：韦世豪、朴成、池

忠国；
江苏苏宁：吴曦、黄紫昌。

郑智回归 上港6人入选

中国男足公布24人集训名单

据新华社珠峰大本营5月15日电（记
者王沁鸥）15日上午10时23分，北京大学
登山队 12 名队员从珠穆朗玛峰北坡登顶
海拔 8844 米的世界第一高峰。他们在顶
峰展示国旗和北大校旗，并喊出“团结起
来、振兴中华”“北大精神、永在巅峰”，向
120周年校庆献礼。

北京大学登山队由14人组成，包括七
名在校生、两名老师及五名校友。最早出
发的队员于 15 日凌晨 1 时左右离开海拔

8300米的突击营地。首名登顶队员、在校
生魏伟于早 7时 50分左右率先登顶，最后
一批队员于早 10时 20分左右登顶。七名
在校生全部登顶，一名队员由于身体原因
放弃登顶，另一名校友队员厉伟主动留在
突击营地负责接应工作。

截至记者中午发稿时，所有队员正在
下撤。

北京大学自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就有
学生和老师参加国家登山队的活动。此次

登顶珠峰的在校生全部来自北京大学山鹰
社，这是北京大学以登山运动为中心的一
个学生社团。社团成立于1989年，社团登
山队曾两度登顶海拔8201米的卓奥友峰。

此次攀登由西藏雅拉香波探险队承担
向导和后勤保障工作，19名登山向导在15
日早上同期登顶。

珠峰北坡“冲顶”，即从海拔8300米的
突击营地攀登至顶峰的过程，需爬升 544
米。其间需要翻越著名的第一、第二、第三
台阶。其中第二台阶是一道高数米、几乎
垂直的岩壁，极难寻找攀爬支撑点，是攀登
的最大难点。1975年，中国登山队在此架
设由几段金属梯组成的“中国梯”，降低了
攀登难度。

北京大学12名队员登顶珠峰

文体简讯
◆河南省第二届传统武术大

赛平顶山赛区比赛于 5 月 12 至
13 日在市体育村体育馆举行。
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19支代
表队296人参赛。

该项赛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为分区赛，5月份在全省12个
市、县全面展开。第二阶段为总决
赛，各赛区选拔优秀选手参与全省
总决赛。

平顶山赛区比赛共两天时
间，根据选手年龄分为A、B、C、D
四个组别，选手们进行个人传统
拳术、个人传统器械、对练、集体
项目等角逐。最终白非凡、乔旭
鹏、王万起、徐金虎、王含笑等 92
名选手获得一等奖；在集体项目
比赛中，市文武学校、市勇敢武术
搏击俱乐部获得一等奖。

（何思远）
◆5 月 12 日，市老年人体育

协会模特委员会成立，并在市工
人文化宫广场举办了平顶山市第
一届中老年模特才艺交流活动，
共有来自全市各县（市、区）12支
模特队百余名选手参加。

本次活动由市老年人体育协
会主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模特

委员会承办。展示项目有个人技能
展示（休闲装、旗袍装）和集体节目展
示。

经过评委打分，平煤神马集团中
老年模特队表演的《汝瓷情韵》以
9.49的最高分获得第一名，与东燕模
特队、海韵模特队、卫东区秋之韵模
特队、鲁山县老体协模特队、宝丰县
老体协模特队共同获得金奖。

（何思远）
◆5月12日上午，市全民健身月

游泳比赛在五环游泳馆举行，吸引了
我市近百名游泳爱好者参加。

本次比赛由市体育村主办，竞赛
组别设小学生组（6-12 岁）、中学生
组（13-18 岁）、成人男子组（19-60
岁）、成人女子组（19-60 岁）。比赛
项目设 50 米蛙泳、100 米蛙泳、50 米
自由泳、100米自由泳。

经过激烈角逐，刘涵彬获得小学
生组冠军，牛占原、郑晓红分获成年
男、女子 50 米蛙泳冠军，寇泽远、郑
晓红分获成年男、女子100米蛙泳冠
军，董泽明、寇泽远分获成年男子组
50米自由泳、100米自由泳冠军。

赛后，选手们分组在水中进行了
拔河等趣味比赛。

（何思远）

5 月 15 日 ，
小学生们在上海
儿童博物馆体验
甲骨文古诗词填
空游戏。

当日，由上
海市语言文字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
和中国文字博物
馆打造的《汉字》
巡展在上海儿童
博 物 馆 拉 开 序
幕。本次展览将
持续到 6 月底，
其核心设计理念
是“让古籍里的
文字活起来”，为
青少年提供生动
活泼的汉字文化
体验。

新华社
记者 胥晓璇 摄

《汉字》巡展
绽放申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