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8月21日9时起，在焦作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动态报价大厅（金马甲网站）以网络动态报价方式公开拍卖北京现代、桑塔纳、
丰田、厦门金旅等机动车48余辆。自由报价期：自2019年8月15日11时起，
限时报价期：自2019年8月21日9时起。

凡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有
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8月20日17时前携带相关有效身份证件至焦作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大厅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缴纳1万元竞买保证金只限竞得1
辆机动车，缴纳3万元竞买保证金不限定竞得数量（保证金实行电子交易，以
报名截止时间前到达拍卖人指定账户为准，逾期不再接受报名），车辆详情可
查阅www.jzggzy.cn或关注微信号：ztpmgs

账户名称：焦作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名称：中国银行焦作焦东路支行 账号：250760896656
展示时间：2019年8月19日、20日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咨询电话：（0391）3568913 3568939

焦作市政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8月13日

焦作市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第三期）
拍卖公告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8月20日15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公

开拍卖位于焦作市解放区站前路1359号办公房产及附属房［（办公房
产建筑测绘面积约：1108.48 平方米，附属房（车库）建筑测绘面积约
80.09平方米，无房屋所有权证。土地面积约为678平方米，土地证号：
焦国用（2011）第02787号，土地性质：划拨，用途：金融］。

备注：标的状况以拍卖时的现状为准，房产及土地面积以相关管
理部门实测为准。委托方不承诺办理产权相关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
理产权手续。办理过程中所涉及该拍卖标的物所需承担的一切税、费
和所需补缴的相关税、费等全部由买受人承担。

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及规定数额的保证金（保证金以实
际到账为准，竞买未成交全额无息退还），于2019年8月19日16时前
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展示时间：2019年8月16日、19日
咨询电话：（0371）63906199 18539250858 胡先生
竞买手续办理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天下收藏南区3楼3061号

河南东方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3日

“三千茶农”茶生活馆汇集原产地六大茶系，是
品茶、聊天、漫阅、洽谈的理想场所！位于市和平街
与焦东路交叉口南15米路西
足力健专卖店楼上！“三千茶
农”茶生活馆以高品质、低价
位产品及专业热情的服服务，静静
候茶友莅临品鉴。

品茶电话：8330203
广告

公 告
现有位于修武县周庄乡西长位村蔬菜大棚17

座，交通便利，水、电、路等设施齐全。棚体为
钢管竹木结构，实际占地面积93.766亩，内含排
水沟渠和灌溉机井、卷帘机等标准化设施一应俱
全。现全部对外出售或出租，价格面议。有意者
请与焦作市富源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联系。

联系电话：2900138 13703897531
2019年8月13日

项目地址：焦作市解放路与山阳路交会处东北角（焦东超市旁）
开发商：焦作中弘卓越置业有限公司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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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速递

新华社记者 赵 焱

阿根廷在所有世界性的赛会上总排名
不一定名列前茅，但在集体项目上他们总
是表现出优势，在2019利马泛美运动会上
也不例外，他们在集体项目上获得了8金2
银1铜的成绩。

在足篮排三大球中，阿根廷男子均获
得金牌，女子足球获得银牌，排球获得铜
牌，而女篮是因为在小组赛中出现穿错球
衣的意外情况被提前淘汰；最有优势的曲
棍球男女队均获得金牌；在手球、橄榄
球、垒球男子项目中获得金牌，女子手球
获得银牌。

这些集体项目的奖牌全都来之不易。
比如篮球，阿根廷篮球虽然还无法与吉诺
比利率领的“黄金一代”相比，但他们在
半决赛中战胜了美国队，决赛战胜了波多
黎各队，都是历史性的胜利。

来到秘鲁的阿根廷男排是一支年轻的
队伍，但他们从小就一起训练。在决赛中
他们 3∶0 战胜古巴队，得到 13 分的约翰松
说：“我们赢在全队的团结，没有一个人在
任何时候不专注，我们很满意也很自豪为
国家赢得了一枚金牌。”

足球方面，阿根廷是世界强国，但由于
国际足联不强制俱乐部放人参加泛美运动
会和奥运会，参赛的不是一线球员。即使
这样阿根廷还是获得男子金牌，女子在点
球大战中输给哥伦比亚获得银牌。

为何阿根廷队集体项目如此强？虽然
泛美运动会只是一个区域性赛会，参赛队
伍不一定是世界最高水平，但能够得到如
此多的集体冠军还是值得探讨。首先，他
们的集体归属感无疑是在团体项目上取得
成就的原因。

阿根廷的体育队伍都有自己的昵称，
比如足球运动员叫“兄弟”，橄榄球运动
员叫“美洲豹”，曲棍球运动员叫“美洲

狮”，手球运动员叫“角斗士”。这种昵称
也显示了运动项目在国内被热爱的程度。

其次，是机制上的因素。与个人项目
不同，阿根廷集体项目也是机制性的，有
各级的体育联合会，运动员们可以参加各
种俱乐部比赛。体育联合会投入资金，培
养青年运动员、省一级优秀运动员和国家
级运动员，每年会组织大量赛事。

此外，阿根廷全民热爱体育。虽然足
球在阿根廷依然是第一运动，但在阿根廷
有很多年轻人喜欢橄榄球、手球、篮球、排
球和曲棍球。而这些项目也在全国教育体
系之中，有专门的体育教师。

所有这些因素和足够的体育设施，都
让阿根廷运动员们可以有足够的训练、比
赛机会。

很显然，阿根廷集体项目的优势并不
是一个新的现象，应是几十年来的发展，
特别是俱乐部的兴起，让群体性运动成为
主角。之后通过有效的工作，从青训开

始，逐级递进。
当然这些体育项目也有职业和业余之

分。在职业方面，特别是篮球，很多球员
都在高水平俱乐部效力，他们能够得到专
业的训练，他们在国际大赛前短期集结，
但由于球员水平高，很快能够融合在一
起。而本次美国队参赛的都是大学生运动
员，也给了阿根廷队机会。

在业余体育方面，没有职业俱乐部的
压力，他们可以长期集训，教练员也有耐
心长期培养有潜力的运动员，在这方面垒
球和曲棍球比较突出。

阿根廷奥委会对于本次泛美运动会的
这一成绩也是有预见性的，并且非常满意，
体育技术总监卡洛斯·斯弗雷迪说：“我们
预计到了这些金牌，很显然，这是一系列因
素导致的，我们不会给每一支队伍提供具
体建议，他们各自的教练组会挑选运动员，
制订自己的训练计划。”

（新华社利马8月11日电）

为何阿根廷体育集体项目如此强？

新华社圣保罗 8 月 11 日电
（记者宫若涵）“《我和我的祖国》中
华文化快闪活动”11日在巴西圣保
罗市保利斯塔大街举行。百余名华
侨华人和巴西民众观看了演出。

14时，在圣保罗著名商业街保
利斯塔大街上，数十名中国和巴西
演员给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洋溢着
浓郁中国风的精彩表演。演出以热
闹的舞龙舞狮拉开序幕。随后，腰
鼓、儿童民族舞蹈、民族乐器演奏、
功夫、旗袍秀、太极拳等中国传统文
化节目轮番登场，博得观众热烈掌
声。本次快闪活动在大合唱《我和
我的祖国》的歌声中圆满结束。

中国驻圣保罗总领事陈佩洁
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也是中巴建交 45 周年。华侨华人
在活动中手持两国国旗，一方面表
达了对祖国的真诚感情，另一方面
也表达了对中巴友好的美好祝愿。

巴西圣保罗举行
中华文化快闪活动

据新华社渥太华8月11日
电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进行的

“罗杰斯杯”网球赛决赛中，西
班牙名将纳达尔仅用了70分钟
就以6∶3和6∶0战胜俄罗斯选
手梅德韦杰夫，第五次夺得此
项赛事的冠军。

这也是33岁的纳达尔第三
次在蒙特利尔登顶。他第一次
夺冠是在2005年，当时19岁的
他在决赛中击败了阿加西，第
二次夺冠是在2013年。纳达尔
还曾于2008年和2018年两度夺
冠，这两年的“罗杰斯杯”网

球赛是在多伦多举行的。
纳达尔说：“我的表现很稳

定，这无疑是我这个星期打得
最好的一场。我有很多细节处
理得不错，比如说方向的变化
和节奏的变化。”

这是纳达尔在职业生涯中
赢得的第 83 个男单冠军头衔，
也是他本年度继罗马大师赛和
法网之后获得的个人第三冠。
迄今为止，纳达尔已经在大师
1000系列赛中创纪录地获得了
35个头衔，而目前排在第二位
的是33次称雄的焦科维奇。

纳达尔五夺“罗杰斯杯”网球赛冠军

新华社太原 8月 12 日电
（记者谭畅）第二届全国青年运
动会举重比赛12日继续男子项
目对决，东道主山西队收获一
枚金牌，湖南队、海南队、广
西队各获一枚金牌。

当晚进行的体校乙组男子
67公斤级对决中，山西队赵志
勇抓举 130 公斤，挺举仅用两
把就将冠军收获囊中。在放弃
最后一把的情况下，总成绩300
公斤夺冠，领先第二名15公斤。

体校甲组男子73公斤级对
决稍显戏剧性。报名成绩最高
的福建队郑新晨前三把试举均
告失败，未能完成比赛。抓举
开把重量最高的吉林队王昊仅

举起了开把的 140 公斤，此后
抓举、挺举共五次试举均失
败。湖南队彭政林在抓举第一
把失败的情况下，稳扎稳打，
最终以313公斤的总成绩夺冠。

体校乙组男子61公斤级比
赛，海南队何岳基总成绩 285
公斤夺冠。他的抓举、挺举开
把重量均为全场最高。他举起
开把的 130 公斤，但后两次试
举失败。挺举阶段，他连举三
次 155 公斤，最后一把举起，
惊险保住冠军。

体校甲组男子67公斤级冠
军属于广西队苏联，他在抓
举、挺举阶段均为第一，总成
绩310公斤。

二青会男子举重晋湘琼桂夺魁

据新华社长春8月12日电
吉林九台农商行东北虎篮球俱
乐部12日宣布与美职篮亚特兰
大老鹰队旧将亚历克斯·波伊
斯雷斯完成签约。

26 岁的波伊斯雷斯身高
2.03 米，体重 108 公斤，个人特
点为场上拼抢积极、内外线技术

均衡，可以从三号位打到五号
位。

波伊斯雷斯的职业生涯始
于美国NCAA联赛，曾于2012
至 2016 年为肯塔基大学效力。
2016 至 2017 年他代表韦恩堡
愤怒蚂蚁队征战美职篮发展联
盟。

吉林男篮签下老鹰旧将波伊斯雷斯

8月12日，中
国 队 球 员 周 琦
（右） 在比赛中投
篮。

当日，在江苏
昆 山 举 行 的 2019
年“周庄杯”昆山国
际男篮锦标赛中，
中国队以 78∶72 战
胜波多黎各队。

（新华社发）

国际男篮锦国际男篮锦标赛标赛：：

中国中国队胜波多黎各队队胜波多黎各队

■文娱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