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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芝罘区黄务旧居改造A地块（金地浅山艺
境A地块）1-25楼及商业楼的业主：

我公司受烟台金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的委托，于2020年9月，对芝罘区黄务
旧居改造A地块（金地浅山艺境A地块）
1-25楼及商业楼的房产进行测绘。现测
绘数据采集、内业计算、分层分户测绘已基
本完成，现决定于2020年10月23日至10
月27日在售楼处进行测绘成果公示。请
各位业主自公告之日起，到公示现场认真
核对所购房产的现状、位置、各边长数据是
否准确。对确认中发现的问题和疑问，请
在公示期内及时反馈至我公司，我公司将
派人到现场复测，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联系人：刘工
联系电话：0535-6631506

烟台市中立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3日

公 告
初家卧龙小区的业主：

我公司受烟台市芝罘区黄务街道初
家居民委员会的委托，于2020年10月，
对初家卧龙小区7-10号楼的房产进行
测绘。现测绘数据采集、内业计算、分层
分户测绘已基本完成，现决定于2020年
10月23日至10月27日在初家居民委员
会进行测绘成果公示。请各位业主自公
告之日起，到公示现场认真核对所购房
产的现状、位置、各边长数据是否准确。
对确认中发现的问题和疑问，请在公示
期内及时反馈至我公司，我公司将派人
到现场复测，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联系人：程工
联系电话：0535-6631507

烟台市中立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2日

公 告
芝罘区通世南路18号15、16号楼的业主：

我公司受烟台天安置业有限公司的
委托，于2020年10月，对芝罘区通世南路
18号15、16号楼的房产进行测绘。现测
绘数据采集、内业计算、分层分户测绘已
基本完成，现决定于2020年10月 23日
至 10月27日在售楼处进行测绘成果公
示。请各位业主自公告之日起，到公示现
场认真核对所购房产的现状、位置、各边
长数据是否准确。对确认中发现的问题
和疑问，请在公示期内及时反馈至我公
司，我公司将派人到现场复测，发现问题
及时纠正。

联系人：刘工
联系电话：0535-6631506

烟台市中立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3日

声 明

公告栏
6631203 17854581238

■房产证、土地证、营运证、营业执照(个)800
元 ■公章、财务章、各类印章(个)，支票、发
票、收据(张)，税务登记证、资格证、代码证、渔
船用各类证件（个）及其它各类证件400元 ■
身份证、工作证、户口本、出生证明、下岗证(个)
150元 ■残疾证、学生证、失业证(个)20元

●初家街道曹家社区卫生服务站
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本丢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370613MJE330645E，声明作废。

推动中国足球发展

杜兆才认为，举办2023年亚洲杯对中
国足球发展有重大现实意义。

“亚洲杯不仅仅是一次比赛，还将对中国
足球整体发展和加强国际交流有很大意义。
一方面促进中国足球竞技水平提高；另一方
面促进社会足球、青少年足球、校园足球发
展。同时，十个承办城市都将建设专业球场，
这对我们的足球场地建设将起到积极作用。
专业球场建设融入了5G、人工智能等，科技含
量很高。”杜兆才说，“另外，足球产业化程度
高，市场影响力大，举办亚洲杯有利于带动各
承办城市经济发展，包括促进当地足球、体育
产业发展。亚洲杯将是一个很好的向世人展
示的平台，参赛球队和球迷转场时将体验我
们高铁的速度，见证中国的发展速度。”

“所以这次亚洲杯完全不同于我们
2004年举办的亚洲杯，在一个新时期，整个
亚洲杯都将有新变化，有重大、全新的意
义。”杜兆才表示。

作为国际足联理事，杜兆才还从“足球
外交”的角度阐释了举办亚洲杯的积极作
用。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体育大国，应该
通过举办亚洲杯这样的国际顶级赛事展示
我们的国力，同时这也是加强国际交流的平
台，对于我们走出去、请进来是非常有利
的。十个承办城市也会通过亚洲杯这个平

台加快城市国际化、现代化建设进程。亚足
联主席萨尔曼几次在国际场合和我谈话时
都提到了2023年亚洲杯。他说，中国的亚
洲杯一定会超出大家预期。对于我们前期
筹备的思路、设计，国际组织也充满期待和
信心。所以，我想举办亚洲杯对我们的国家
形象、国际化程度和竞赛组织能力都将是一
次充分的展示。”

筹备工作正式全面启动

中国组委会成立前，一直以筹备办的名
义开展前期工作。中国组委会的成立则标
志着亚洲杯筹备工作正式全面启动，是中国
办好亚洲杯的重要组织保障。

“亚洲杯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
竞赛、安保、媒体、志愿者、交通、接待等方
面。组委会成立后更有利于我们与相关部
委的协调，与十个赛区的协调，以及与亚足
联的沟通协调。”杜兆才说。

他表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是指导十个
赛区组建赛区组委会，建立相应的筹备运行
机制，并和亚足联、赛区组委会共同研究制
定具体的竞赛组织工作方案。

积极应对疫情挑战

今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亚洲杯筹
备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但在杜兆才看来，

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要求，在制定了疫情防
控方案、细化了其他筹备方案后，整个筹备
工作有条不紊，按照计划向前推进，“遇到了
新问题，也产生了新办法和新机制”。

据杜兆才介绍，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亚
洲杯整个竞赛组织筹备工作并未停顿，比如
专业场馆设计方案已通过亚足联审核，并陆
续开工建设，其中上海和成都的场馆建设在
2月末就恢复进行，为当地的复工复产起到
了表率作用，也为其他城市的场馆建设提供
了丰富经验。

记者获悉，上海浦东专业足球场已经阶
段性交付使用，并将在10月31日承办2020
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冠亚军赛。

筹备工作面对的第二个挑战是2023年
亚洲杯将有24支队伍参加，而且在十个城市
举办（上一届阿联酋亚洲杯在四个城市举办），
给相关组织协调带来很大难度和工作量。

而缺乏办赛人才则是第三个挑战。“我
们想通过和亚足联、国际足联的深度合作，
以及和赛区组委会的密切合作，选拔培养相
关的竞赛组织人才。”杜兆才说。

“办赛精彩、参赛出彩”

谈及亚洲杯办赛目标，杜兆才表示，将
把2023年亚洲杯办成一届精彩、圆满、安
全、有序的赛事，“同时我们也将尽最大努力
实现‘办赛精彩、参赛出彩’的目标”。

他还表示，这届赛事将呈现很多亮点，
一是专业球场的科技含量高，观感完全不
同，这为我们办一届精彩的亚洲杯奠定了很
好的基础；二是届时中国球迷、观众将会以
极大热情参与到赛事中，助力展示一届精彩
的亚洲杯。

2023年亚洲杯将在十个城市举办，这
也是亚洲杯历史上承办城市最多的一次。
杜兆才表示，亚足联对此非常支持和欢迎，
因为这对亚洲足球的推广非常有利，对亚洲
杯赛事品牌推广非常有利。

而从中国足球发展角度而言，他认为：
“很多城市有条件、能力和积极性承办亚洲
杯，我们给它们创造这样的条件，从而更广
泛地推动中国足球的发展，同时服务于各个
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

算上2004年亚洲杯，中国将两次承办
亚洲杯。《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的

“远期目标”指出：“积极申办国际足联男足
世界杯。”承办亚洲杯对中国未来申办甚至
举办世界杯会产生怎样的积极影响？

杜兆才说，举办亚洲杯客观上可以起到
承上启下的作用。“首先，通过举办亚洲杯，
我们的硬件条件将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
展变化。第二，通过举办亚洲杯，我们会培
养出一批高水平、国际化的竞赛组织人才，
并积累很多经验，从而为我们今后举办更高
级别的国际赛事奠定很好的硬件和人才基
础。” 据新华社北京电

共享精彩圆满赛事
——2023年亚洲杯中国组委会成立大会在京举行

22日，2023年亚足联亚洲杯足球赛中国组委会成立大会在
京举行。这标志着该届亚洲杯筹备工作正式全面启动，是中国办
好亚洲杯的重要组织保障。

举办亚洲杯意义几何？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筹备工作遇到哪
些挑战？亚洲杯的办赛目标是什么？举办亚洲杯对中国未来申办
甚至举办世界杯将产生什么积极影响？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党委书记、2023年亚洲杯中
国组委会执行主席杜兆才在接受新华社等媒体采访时对上述问题
一一作答。

据新华社北京电 从永定门到天坛，从
天安门到钟鼓楼，北京中轴线是闪亮的北京
名片。由北京演艺集团出品、北京民族乐团
创作演出的民族管弦乐组曲《中轴》20日晚
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首演，以民族管弦乐展
现北京中轴线上的古迹与人文故事。

民族管弦乐组曲《中轴》从策划、创作、
排演到演出，历时一年时间。作曲家叶小纲

担任音乐总监，邹航、杨一博、郑阳、赵曦等
7位中青年作曲家组成《中轴》的作曲团队，
运用多样的音乐语汇，和传统、现代、抒情等
不同音乐风格，展现美丽的中轴线。

叶小纲说，选用民族管弦乐表现中轴
线，是希望向世界展示我们的国乐之声，呈
现中轴线之美。

在20日晚的演出现场，在指挥家张国

勇执棒下，北京中轴线的景观从永定门徐
徐展开，琵琶、扬琴、阮等民族乐器的使
用，让演出充满浓郁“中国味”。随后，天
坛、正阳门等中轴线上的景点相继亮相在
不同乐章，有的呈现市井的诙谐，有的呈
现皇家的肃穆，琴书、戏曲等元素也融入
其中。

“《中轴》这组作品既有民族管弦乐合

奏、民族器乐协奏，也有声乐、鼓曲等不同
形式，可听性、艺术性、形象性强。一方面
它将民族文化与音乐意象融于一体，形成
的乐曲结构、技法、语言和个性，具有中华
文化特色和民族风格；另一方面又将民族
文化融合于西洋乐器之中，使中西音乐元
素完美相融。在登台表演前，它就打动了
我。”张国勇说。

国家大剧院奏响国乐之声

大连人队
保级成功

昨日，在 2020
赛季中国足球协会
超级联赛第二阶段
（大连赛区）第 16
轮比赛中，大连人
队以 2 比 0 战胜石
家庄永昌队。最终
大连人队以两轮总
比分 3 比 2 战胜石
家庄永昌队，保级
成功。图为大连人
队球员郑龙（中）在
比赛中带球突破。

新华社

昨日，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来到天津美术馆，
参观《国家荣誉—中国女排精神展》。据了解，《国
家荣誉—中国女排精神展》通过图像、文字、视频等
形式全方位展现中国女排40年来勇夺十次世界冠
军的光辉历史和拼搏之路。图为中国女排主教练
郎平（右）在参观时与天津渤海银行女排球员李盈
莹交流。 新华社

据新华社北京电 CBA公司21日晚间连续开出两张罚
单，广东队球员任骏飞因比赛中有伤害性的非篮球技术动作，
被禁赛一场，罚款5万元；吉林队管理层成员孙军因辱骂裁判
被禁赛一场，罚款1万元。

公告称，在20日深圳队与广东队比赛进行到第四节还剩
53.8秒时，任骏飞对深圳队球员卢艺文使用具有伤害性的非
篮球技术动作（夹手臂反向发力动作）。经赛后认定，任骏飞
的动作应被判罚取消比赛资格的犯规，属于严重违反体育运
动精神的行为。

在20日吉林队与江苏队比赛进行到第三节还剩5分20
秒时，吉林队球队管理孙军有质疑裁判员判罚和使用侮辱性
语言的不当言行，给联赛造成不良影响。

CBA连开
两张罚单

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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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接
受
采
访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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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通讯员 高婷婷 程谟
蕾）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工作，推动文艺志愿服务
由“送文化”向“种文化”转型。“烟台市文联文艺讲师团昨日分
别走进福山区福惠社区和奇泉社区“种文化”。

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刘艺峰带来《广场舞知识、
创作过程及作品赏析》讲座，市戏剧家协会理事严江则对《戏
剧——舞台话剧表演艺术》进行讲解。市文联文艺讲师团的

“种文化”，对于团结凝聚全市文艺志愿者，打通文艺惠民“最
后一公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烟台市文联
福山“种文化”

据新华社西安电 展现当代著名作家柳青不平凡一生的
人物传记电影《柳青》历时6年制作完成，将于2021年5月与
全国观众见面。

电影《柳青》由青年导演田波执导，编剧芦苇任剧本指导，
作家贾平凹任文学顾问，电影美术师霍廷霄任艺术总监。电
影再现了上世纪50年代，作家柳青为了文学创作，毅然离开
北京，扎根西安市皇甫村14年，创作出长篇小说《创业史》的
人生历程，探讨了文学创作与生活、与人民的关系。

近日，在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作协机关党委、《文艺
报》社共同主办的电影《柳青》观影座谈会上，中国作协副主
席、评论家李敬泽说，柳青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将个人命运与
人民、国家命运紧紧相连，他的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影片
成功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准确抓住了柳青精神的
实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人物传记电影
《柳青》制作完成

据新华社北京电 前世界第九、德国网球女将格尔格斯当
地时间21日宣布退役。

“当我五岁开始打网球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能走这么
远。”她写道，“你（网球）在这段旅途中赋予了我如此丰富多样
的情感，我非常感谢你展示给我、教给我的一切。我学会了如
何面对最艰难的失败，如何享受最甜美的胜利，也学会了在无
数次跌倒后爬起，自始至终我们从未放弃追逐梦想。”

格尔格斯在今年法网完成职业生涯谢幕战，那也是她连
续第48次亮相大满贯正赛。德国人一共拿到过七座WTA
单打冠军和五座双打冠军，她在2016年搭档卡·普利斯科娃
入围WTA年终总决赛，并且和泽蒙季奇合作收获2014年法
网混双亚军。

德国网坛女将
格尔格斯退役

昨日，第十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评奖
结果正式出炉。《骑兵》《朱自清》《石榴花开》《红
旗》《努力餐》五部作品获得第十二届中国舞蹈

“荷花奖”舞剧奖。图为安徽省花鼓灯歌舞剧院
的演员在表演舞剧《石榴花开》。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