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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食品有限公司申请对位于珠海市前山翠珠
路19号前山肉联厂进行拆建类城市更新改造，该项目
纳入到城市更新年度计划中，依据《珠海经济特区城市
更新管理办法》及《珠海市城市更新项目申报审批程序
指引（试行）》的规定，为充分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
见，我局现对珠海市食品有限公司申报主体资格进行公
示。拟更新范围内的相关业主对公示内容有异议或任
何疑问的，可以在公示期间内向珠海市香洲区城市更新
局咨询反映。现公示如下：

计划申报主体：珠海市食品有限公司；
拟更新范围：珠海市前山翠珠路19号前山肉联厂

（见附件）；
项目原用地面积：23833.5平方米；
拟更新方向：商业、办公（以政府实际批复为准）；
更新意愿达成情况：用地及全部地上建筑物属珠海

市食品有限公司；
公示时间：2020年1月15日至2020年1月21日（7

天）；
有效反馈意见时间：公示期内；
有效反馈意见方式：书面意见并注明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联系地址，送（或邮寄或E-mail）至珠海市
香洲区城市更新局（联系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兴业路
413号505室,邮箱：xzqf609@163.com）；

联系电话：0756-2617805。
附件：珠海市前山翠珠路19号前山肉联厂拟拆除

重建范围示意图
珠海市香洲区城市更新局

2020年1月15日

公 示
（香洲2020IB001号）

香洲区统计局
珠海市香洲区翠景路99号区府805室
邮箱：tjshk02@zhuhai.gov.cn
电话：2517617 2686910 传真：2517464
斗门区统计局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中兴南路287号农业银行四楼
邮箱：tjshk03@zhuhai.gov.cn
电话：2783339 传真：2783338
金湾区统计局
珠海市金湾区湖心路口区政府19栋401
邮箱：tjshk04@zhuhai.gov.cn
电话：7263337 传真：7799226
高新区统计局
唐家湾南方软件园A2栋4楼406室
邮箱：tjshk05@zhuhai.gov.cn
电话：3629724 传真：3629847

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统计局
香洲区情侣北路381号1栋海岛大厦
邮箱：tjshk06@zhuhai.gov.cn
电话：2230109 传真：2233273
横琴新区统计局
横琴红旗村德政街41号203室
邮箱：tjshk07@zhuhai.gov.cn
电话：8937319 传真：8841396
保税区管委会统计局
国际贸易展示中心1415
邮箱：tjshk08@zhuhai.gov.cn
电话：8687857 传真：8686813
高栏港统计局
南水镇高栏港大厦1202
邮箱：tjshk09@zhuhai.gov.cn
电话：7268498 传真：7268403

珠海市统计局
2020年1月15日

2019年珠海劳动工资统计年报通告
珠海市2019年度劳动工资统计年报工作已经开始。按在地统计原则，请全市机关、事业、企业单位及私营企

业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单位所在地的区统计局报送年报资料。按《统计法》第七条要求，单位和个人必须依照本法
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要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
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具体要求：

1、“规模以上”的企业需在一套表系统上http://lwzb.gdstats.gov.cn/bjstat_web/yyaq/loginca.jsph上
报，上报时间为2020年3月10日以前。

2、除“规模以上”以外的单位按收到的信件和电话通知的要求操作，使用IE浏览器进入珠海统计信息网首页
http://tjj.zhuhai.gov.cn/点击“统计制度”栏目下的“联网直报”图标。

上报截止时间为2020年2月14日。

各辖区统计局上报邮箱及咨询电话

曾几何时，每到赛季结束，中国
男足就会前往昆明或海口，展开少
则半个月、多则1个月的冬训。但
随着卡马乔、佩兰和里皮等洋帅的
先后到来，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
里，国足已经没有“冬训”这个概念
了。除了因为备战 2019 年以及
2015年两届在1月份进行的亚洲
杯，国足不得不在12月份就展开备
战进行冬训之外，国脚们都只是跟
随俱乐部参加冬训，在国家队需要
比赛时才会到国足报到。

这种情况在今年被打破，国足
冬训再度归来，而且是绝对的高强
度。一天三练成为家常便饭，队员
们累得不想说话，李铁也是动真格

了。
从1月5日集中开始，国足已经

在广州集训了10天。而就在这10天
里，球队有4天都是一天三练，每天训
练的时间总计接近6个小时。这还只
是开始，在接下来的10天里，国足还
会有4天左右继续一天三练。

“国家队冬训，我既要考虑国家
队，也要为俱乐部考虑。所以这段时
间一定要给队员们打好充足的体能储
备，强度确实会比较大，但是这对于他
们未来一年来说太重要了。”李铁说。

在如此高强度的训练下，队员们
已经充分领教了“魔鬼强度”的含义。
有队员说：“训练完回到房间累得连话
都不想说。”

一天三练家常便饭

打完小组赛第二场比赛

就已经提前出局，中国国奥

队在新的一年给中国足球起

了个非常糟糕的开头。而接

下来的重头戏，自然就是即

将在3月到来的世界杯预选

赛亚洲区40强赛。国足仅

以净胜球优势暂居小组第

二、落后第一名叙利亚队8

分，想晋级到12强赛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为了完成这

个目标，国足新帅李铁也是

拼了，带队在广州天天苦练。

从9日开始，国足已经进入全
封闭训练。18日和22日，球队将
安排两场内部教学赛，对手分别
是中甲升班马沈阳城建和李铁曾
担任主帅的武汉卓尔。如今这两
支球队都在广州集训，李铁希望
能够通过这两场比赛演练一下球
队的技战术打法。

沈阳城建是上赛季中乙联赛
的冠军，已经在广东训练了近1个
月。从整体实力而言，沈阳城建
肯定偏弱，选择他们为第一个教
学赛对手，李铁显然也是希望能
够给国足树立足够的自信。至于
武汉卓尔，对于国足来说更加熟
悉。在去年备战东亚杯期间，国
足就曾和卓尔队进行过热身赛，

当时李铁还身兼卓尔队主帅一
职。这场教学赛对于国足来说难
度相对大一些。尤其是如果卓尔
队派出三名外援，国足能否获胜
还真不好说。毕竟埃弗拉、拉斐
尔、巴普蒂斯唐的实力不弱，卓尔
队就是凭借这个阵容拿到了上赛
季中超联赛的第六名。

据了解，本次国足集训将会持
续到除夕当天。而在本期冬训结
束之后，国足还会安排两到三次短
期集训以及两到三场热身赛，3月
26日，国足将在广州主场迎战马
尔代夫队，这是卡塔尔世界杯亚洲
区预选赛40强赛小组赛第六轮较
量，随后国足将前往客场于3月31
日挑战关岛队。 （李立）

安排了两场教学赛

一天三练，基本的节奏是上午
跑步，中午力量训练，下午技战术
演练。其中，上午的8000米匀速
跑成为一大看点。

众所周知，在此前的里皮时
代，国脚的体能训练强度并不大。
去年亚洲杯备战期间，里皮偶尔会
让助理教练带队一天两练，但训练
时间加起来一般都不超过3个小
时。而且，里皮带队期间是从来没
有长跑这个项目的。国足集训中
出现长跑项目，还要追溯到10年前
了。2010年，高洪波带队在海南集
训备战卡塔尔多哈亚洲杯期间，国
足也经常是一天三练，并且会在上
午进行沙滩长跑。

如今，长跑项目再度归来，李铁也
以身作则，跟着队员们一起跑圈。球
员时期一向以体能著称的李铁在跑步
过程中完全不落下风。

除了长跑，国足教练组本次还准
备了十多组体能训练器材，让国脚们
练体能。这十多组体能训练兼顾了腿
部力量、腰腹核心力量、耐力、反应速
度、平衡力、柔韧性、球性等多项指标，
采取混氧方式。

“训练的强度确实不小，但体能储
备确实很重要。而且和以往以跑圈作
为主要手段相比，现在国家队的体能
训练加入了很多项目，有不少项目还
要结合球，确实更科学了。”来自国安
队的于大宝说。

李铁跟着跑8000米

新华社马德里1月13日电 巴
塞罗那俱乐部13日宣布，主教练巴
尔贝尔德“下课”，基克·塞蒂恩出任
巴萨新帅。

巴萨俱乐部在当日发布的声明
中称，俱乐部已与塞蒂恩达成协议，
后者将出任一队主帅至2022年6
月30日。61岁的塞蒂恩此前曾执
教过包括桑坦德竞技、皇家贝蒂斯、
拉斯帕尔马斯等在内的多支西班牙
球队，拥有丰富的执教经验。他将
于本周二与巴萨签约。

尽管眼下巴萨在西甲仍排名榜
首，但在刚刚结束的西班牙超级杯
上，球队半决赛被马德里竞技2:3
逆转淘汰，这也坚定了巴萨高层解
雇巴尔贝尔德的决心。在与前巴萨
球员哈维在内的多名教练进行接触
后，俱乐部最终锁定了塞蒂恩作为
巴尔贝尔德的继任者。

巴尔贝尔德在其执教巴萨的两
年半时间中为球队带来了两座西甲
冠军、一座西班牙超级杯和一座国
王杯。但与此同时，球队连续两个
赛季在欧冠淘汰赛中于首回合大比

分领先的优势下惨遭对手翻盘，这
使巴尔贝尔德的执教能力饱受质
疑。2020西超杯失利后，高层终于
做出换帅决定。

执教两年半，为球队赢得4座冠军奖杯仍难逃厄运

巴萨宣布巴尔贝尔德“下课”

新华社伦敦1月14日电 据此
间报道，巴塞罗那首度超越皇家马
德里，荣登德勤足球财富排行榜榜
首，并成为首家营收突破8亿欧元
（约合61亿人民币）的俱乐部。

榜单显示，除去转会费用，排名
前 20 位的俱乐部总收入增长了
11%，他们在2018-2019赛季的营
业额达到创纪录的93亿欧元（约
713 亿人民币）。皇家马德里跌至
第二，而曼联仍是第三。

德勤体育事业部的琼斯说，巴
塞罗那以8.4亿欧元（约 64 亿人民
币）的收入跃居榜首，表明这家俱乐
部通过内部推广和授权来适应不断
变化的市场环境。

“巴萨已经减少了对转播收入
的依赖，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其控制
范围内的收入增长上。俱乐部预计
在2019-2020年期间营收会进一
步增长，预计他们明年将保持榜首
位置。”琼斯说。

德勤足球财富排行榜显示：

巴萨首度超越皇马登上榜首

据新华社悉尼1月14日电 受
林火造成的雾霾天气影响，澳大利亚
网球公开赛资格赛被迫推迟开赛。

首场澳网公开赛资格赛原定于
澳大利亚时间早晨10时在墨尔本
公园举行，但由于墨尔本雾霾严重，
澳网组织方发表声明将比赛推迟至
11时。

此外，在下午的资格赛上，斯洛
文尼亚选手亚库波维奇因呼吸困难
和咳嗽被迫暂停比赛。澳网公开赛
传统热身赛事库扬网球经典赛同样
受到雾霾的严重影响，网球名将莎
拉波娃与德国选手西格蒙德的比赛
进行到第二局时被迫中止。赛事组
织方在与双方选手沟通后，宣布比

赛提前结束。
维多利亚州环境保护局的数据

显示，墨尔本14日的空气质量为
“重度污染”。澳网组织方当日表
示，他们将与澳大利亚气象局和维
多利亚州环境保护局保持联系，持
续监测赛场空气质量。他们会参照
高温或下雨时中止比赛的程序对待
雾霾天气，将选手、观众和工作人员
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澳网公开赛将在本月20日正
式开始。ATP球员理事会主席焦
科维奇在本月也表示出对空气质量
的担忧。他表示，球员委员会将在
比赛开始前讨论各种预备方案，不
排除延迟开赛的可能。

空气重度污染致选手呼吸困难

澳网资格赛受雾霾天气影响

14日晚，2019-2020赛季中国
女排超级联赛决赛展开第三回合较
量，已经拿到冠军点的天津女排3:
1(22：25,25:16，25:14，25:19)完
胜上海女排，顺利拿到第12座联赛
冠军奖杯。

本场比赛中，上海女排外援利
普曼回归，给天津女排造成了不小
的麻烦。

比赛一开始，天津女排一路领
先，上海女排虽然落后，但占据主场
优势的她们一度将比分追至7平。
此后，两队比分一直紧咬，双方一直

战至18平。局末段，上海女排一直以
微弱优势领先，最终以25：22先下一
城。

次局，上海女排延续了上一局的
火热状态，天津队在落后的情况下连
续追分，比赛再次陷入胶着。上海女
排的一传出现波动，天津队乘机将比
分反超，以25：16扳回一局。

第三局，天津女排通过发球不断冲
击对手，上海女排一直处于被动局面，
本局末段，天津已经领先对手10分，毫
无悬念，天津女排25：14再下一城。

第四局，上海女排状态回暖，双方

比分交替上涨，关键时刻，上海女排
开始失误，天津女排越战越勇，最终
以25：19拿下比赛。

当晚无疑是属于天津女排所有
队员们的，“十二冠王”的荣誉是对
她们努力最好的褒奖。而值得一提
的是，这个冠军对于朱婷来说也意
义非凡，这是她职业生涯中第一座
排超联赛的冠军奖杯。

众所周知，朱婷加盟瓦基弗银
行队前，是河南女排的一员，但她并
没有随队捧起过联赛的冠军奖杯。
里约奥运会后，朱婷远渡重洋，去往

土耳其打球。在遥远的异国他乡，
朱婷用实力征服了排球世界。

中新网

天津女排加冕“十二冠王”！
朱婷等到首个中国排超冠军

据新华社东京1月14日电 日
本羽毛球协会14日称，世界头号羽
毛球男单选手桃田贤斗在13日遭
遇车祸后，直到三月才能复出，这意
味着他将无法参加下个月在菲律宾
举行的亚洲团体锦标赛。

日本羽协秘书长钱谷钦治告诉
记者，桃田贤斗复出后的第一个比
赛将是3月11日举行的全英羽毛
球公开赛，桃田在去年的比赛中首
次赢得男单冠军。

钱谷钦治还透露，桃田将于15
日从马来西亚返回日本。

13日凌晨，刚刚在马来西亚羽

毛球大师赛上赢得男单冠军的桃田
贤斗，在从酒店去往吉隆坡国际机
场的道路上遭遇车祸，他乘坐的小
客车途中追尾一辆货车，小客车上
的5人中，小客车司机当场身亡，桃
田等4人受轻伤，被送往附近医院
接受治疗。

根据马来西亚警方的信息，桃
田在车祸中鼻梁骨折，嘴唇受伤缝
针，脸部也有受伤。

2016年里约奥运会之前，桃田
因为非法赌博没有获得参加奥运会
的资格，东京奥运会将是他参加的
第一届奥运会。

世界头号羽毛球男单选手遭遇车祸

桃田贤斗将休战至三月

巴尔贝尔德：俱乐部太任性了。

艾克森（左）在训练中。

监督球员训练。 李铁李铁：：一天三练一天三练，，没商量没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