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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育2019

高拉特完成归化手续
明年可披国家队战袍

本报讯 日前，巴媒《环球体育》消
息透露重磅信息，恒大猛将高拉特已
经正式完成归化，成为一名新中国人，
而高拉特也接受了该媒体的采访，高
拉特表示自己非常兴奋，他会竭尽全
力帮助国足冲击世界杯，接下来的世
预赛，他的名字也将会出现在征战大
名单中。

不出意外的话，3个月后对阵马尔
代夫的比赛，他很有可能会迎来国家
队首秀。
郑报全媒体记者 刘超峰

改革中的CBA联赛，大学生球员正扮
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篮协主席姚
明也曾表示：“未来中国体育的人才一定是
学校培养的。”

为中国篮球夯实基础而推进的“小篮球”
项目正日益铺开。两年来，小篮球的培训、
实践和赛事活动已席卷全国，体育和教育
部门共同参与推广。2019年中国小篮球联
赛 6个大区赛共有 18万小球员参与，较
2018年的10万人几乎翻了一倍，参赛队伍
也达近3万支。

CBA全明星赛今年首次在星锐赛中安排
了小篮球赛事，两支来自小学的篮球队员进
行了一场垫场赛。在外人看来，这是整个全
明星周末大戏中非常微小的一个环节，但在
篮球人眼中却有着深远的意义。

世界杯失利后，姚明曾说：“我不会停
止改革，我们不能半途而废，必须更为坚定
地走下去。我们已经知道了世界的格局，
必须向着世界先进的水平去看齐。”

站在谷底，眺望明天，以 2019年为起
点，中国篮球正在迈向新的未来。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郭韬略）
刚刚送走参加国际乒联世巡赛总决赛的
明星们，郑州又将迎来一项大众乒乓球盛
会——2019乒动中原“平顶山银行杯”河
南省第五届乒乓球大众公开赛总决赛将于
12月 26日在河南省体育馆挥拍开赛。届
时，从本届比赛 9站分站赛中脱颖而出的
3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将汇聚郑州，一较
高下。

河南省乒乓球大众公开赛是由河南
省体育局主办，河南省乒乓球网球运动管
理中心、河南省乒乓球协会等承办的一项
面对普通乒乓球爱好者的赛事。今年的
第五届赛事共设南阳、永城、三门峡灵宝、
焦作、汝州、周口淮阳、洛阳、滑县、商丘虞
城 9站分站赛和 1站年度总决赛。本项赛
事为团体赛，分为男子青年组，男、女青壮
组、长青组 5个组别。获得各组别前两名

的队伍将获得年度总决赛资格。今年的
比赛无论是分站赛数量、赛事持续时间，
还是参赛人数均创历史新高，即将开战的
总决赛总奖金达到了 26.7万元，也创下了
历届赛事之最。

河南省乒乓球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杨晓告诉记者：“乒动中原河南省乒乓球大
众公开赛是我省倾力打造的一项立足河南
大众、蕴含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

和体育文化元素的全民健身品牌赛事，旨
在深入贯彻《河南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2016~2020年）》，坚持‘公益性’‘参与性’
‘普及性’办赛宗旨，提倡‘重在参与’‘强身
健体’的办赛理念，为我省广大乒乓球爱好
者搭建一个切磋球技、展示风采、以球会友
的广阔健身竞技平台，加快实施全民健身
和健康中国国家战略，进一步推动河南乒
乓球运动的普及开展，提高运动水平。”

郑州再迎乒乓盛会
大众公开赛总决赛下周开拍

站在谷底看明天

中国篮球五味杂陈的2019

新华社电 五味
杂陈中，2018亚运
会包揽4金的中国
篮球走过了让人难
忘的2019年。

在家门口举行的
篮球世界杯上遭遇失利；
U19国家队的惨败，则让
男篮的未来之路蒙上一层
阴影。不过，在低谷中也
不乏亮点，中国三人篮球
女队夺下三人篮球世界杯
冠军，男队也顺利获得了
宝贵的直通东京奥运的资
格；中国女篮顺利进入奥
运会资格赛；进入“2.0时
代”的CBA联赛也屡屡刷
下上座率和收视率新高。
失利需要正视，亮点不能
忽视，改革仍在继续。

竞技：输了现在
希望何在？

因为对阵波兰队最后时刻的失
误和整体上不尽如人意的表现，中
国男篮经历了噩梦般的2019年篮球
世界杯。在分组极为有利的情况
下，中国队一胜二负未能杀入 16
强。排位赛中，中国队又输给尼日
利亚，从而被伊朗队抢走了以亚洲
最好成绩直通东京奥运会的资格。

明年的奥运会落选赛上，在拥
有加拿大、希腊等世界级强队的分
组中想要抢到一个名额，难比登
天。因此，中国男篮无缘 2020年东
京奥运会基本上已是事实。

在创造辉煌的北京奥运会后，从
2009年兵败天津亚锦赛开始，中国男
篮走入了长达10年的低谷。10年间，
中国队两夺亚锦赛冠军，也曾拿到过
亚运会冠军，但在参加的3届世界大
赛的15场比赛中，仅在非洲的科特迪
瓦和亚洲的韩国队身上取下过胜利。

从赛场表现来看，中国队队员
在强对抗、强压力面前未能充分发
挥自己在平常状态下的水平，在默
契程度、临场决断、关键球处理等方
面均暴露出了短板，整体实力与欧
美强队存在着明显差距。

与此同时，青年一辈的国手们
在同年龄段的世界大赛上也经历了
惨痛一败。U19男篮世锦赛小组赛
前两场比赛中，拥有郭昊文、姜伟
泽、徐杰等 CBA当红小生的中国国
青队分别以 57∶106和 56∶119输给
塞尔维亚和法国队，两场比赛雪崩
般的失败让人讶异。

如此战绩，让球迷们对中国男
篮的未来又多了一份担忧。

男篮败北，女篮则仍有希望。
虽然 2019年曾不敌韩国队，但中国
女篮依然如愿获得 2020年 2月即将
展开的奥运资格赛参赛资格，与西
班牙队、英国队和韩国队同组，小组
前三名将进军东京奥运会。

三人篮球方面，中国国家队可谓
战绩辉煌。6月，在2019国际篮联三
人篮球世界杯女子组决赛中，中国
女队以 19∶13力克欧洲劲旅匈牙利
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三人篮球
历史上的第一个成年组世界冠军。
11月，国际篮联公布了入围 2020年
东京奥运会三人篮球比赛的首批球
队名单，中国三人篮球国家男、女队
双双在列。

篮球世界杯失利带来的余波，让CBA
新赛季的前景一度令球迷们颇为担心。

按照 CBA公司规划，从 2019~2020赛
季开始，将通过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制定联
盟职业行为规范、加大青训投入、推动“工
资帽”、收紧外援名额等措施，从竞技水平
和品牌建设方面进行升级。

开赛后，CBA并未出现“冷场”，关注度
呈现喜人态势，收视率、上座率较去年同期
均有提升。不仅收视率屡攀新高，门票售
空的比赛场次也比以往有显著增加。

女篮方面，WCBA新赛季的战况同样
激烈。球员方面，中国女篮中锋韩旭则在

WNBA2019选秀大会上被纽约自由人队选
中，成为继郑海霞之后通过选秀登陆
WNBA的第二名中国女篮队员。

职业联赛风风火火，业余联赛在基层
同样如火如荼。2019年9月，由中国篮协主
办的中国篮球公开赛亮相，赛事面向全国的
篮球爱好者，让大家在以球会友中加深对篮
球运动的参与和热爱。2019年的赛事有全
国32个城市参加，设置了男子“城市赛”和
女子“冠军赛”。这是中国群众篮球改革的
重要举措，旨在推动城市篮球的发展。

虽然世界杯失利，但篮球文化的耕耘、
篮球产业的拓展依然在继续。

未来：少年可期，改革不止

联赛：品牌升级，扎根基层

招标公告
河南万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荥阳万业金城国

际项目，因原签订的物业公司市场战略调整协商退出。为保
障本项目的物业服务工作有序进行，在不降低服务质量、不
提高收费标准的前提下，我公司决定对该项目采用公开招标
的方式重新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业。一、招标物业区域的简
要说明：“荥阳万业金城国际”项目位于荥阳市郑上路狼窝刘
段南侧，项目总占地面积 44046.71平方米，小区总建筑面积：
106977.21 平方米，容积率：1.991，建筑密度：25.33%，绿地
率：35.20%。二、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资
信良好的物业服务企业。 2、必须通过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
资格预审。 3、有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的物业服
务企业不允许参加投标。三、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
和地点：1、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9 年 12 月 20
日 -2019 年 12 月 26 日。 2、招标文件领取地点：荥阳市住房
保障和房地产中心物业管理科 联系电话：60259139

招标人：河南万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 12月 20日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运和臻园项目位于郑州市惠济区新兴街南、天河

路东。 项目总占地面积 61912.23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76855.78 平方米。现公开招标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
业，投标资格要求如下：一、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具
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项目经理具有物业管理从业
人员相关岗位证书。 2、通过“信用中国”查询，失信被
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政府采购严重违
法失信名单的不允许参加投标。 二、投标报名与招标
文件领取时间：2019 年 12 月 20 日 -2019 年 12 月
26 日。三、投标资格预审方式：线下资格预审，线上报
名。 四、招标文件获取办法：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
路与商务东四街交叉口联合中心大厦 716 房间（通过
线下现场资格预审后获取招标文件）。招标人：河南中
创置业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539025198

河南中创置业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20 日

因信访问题，经登封市人民政
府批准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终
止编号为登政出 【2019】21 号
（网）、22 号（网）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

特此公告
2019年 12 月 20 日

登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终止登政出【2019】21 号

（网）、22 号（网）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