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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赢得勉勉强强
心里慌慌张张

武磊绝杀扮演救世主，国足3：2惊险战胜越南

临沭县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临沭县人民政府批准,出让人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2宗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备注：1、宗地出让范围内的
原有土地权利证书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废止。

2、宗地具体情况详见出让
文件。

二、申请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
法规政策等另有规定及列入临沭
县土地市场诚信体系黑名单的
外，均可申请参加，可单独申请，
也可联合申请。

三、申请与登记
本次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实行网上交易，申请人须
办理电子签名认证证书后，登录
网上交易系统，在提交竞买申请
截止时间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按宗地下载出让文件，并按出让

文件要求和系统提示填写竞买申
请书并冻结竞买保证金。出让文
件规定申请人须提交其他材料
的，申请人应同时上传该资料的
电子图片，提交人工审核。网上
交易不接受除网上竞买申请以外
其他方式的申请。

申请人提交竞买申请并冻结
竞买保证金的时间为 2021年 10
月1日上午9时至2021年10月28
日下午4时，逾期不予受理。竞买
人模式下实行“一竞买人一地块
一子账号”，竞买人每次竞买土
地时必须重新生成子账号，不能
使用以前生成的子账号。申请人
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
发建设的，在申请书中必须予以
说明并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
成立时间等内容。

四、挂牌时间、竞价方式
挂牌出让采取登录交易系统

网站网上报价方式，按照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竞得人。挂牌时间为
2 0 2 1 年 1 0 月 2 1 日上午 9 时至
2021年10月30日下午4时。挂牌
时间截止时，交易系统将询问有
报价的竞买人是否愿意继续竞
价，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
的，无需缴纳差价保证金询问期
结束后直接进入网上限时竞价
(中间没有时间间隔)，如遇特殊
情况会在临沂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发布公告择期进行人工现场竞
价，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五、缴款到账有关事项
竞买人缴款到账以网上交易

系统反馈到银行系统的报文信息
为准。因网络延迟或网络不通，交

易系统不能向银行系统反馈缴款
到账信息的，属于单边账，视为缴
款不成功。缴款不成功的，银行将
做退款处理，竞买人在缴款后应及
时登录交易系统核对到账信息。竞
买人应当避免在截止期限前的最
后24小时缴款，如出现缴款异常
情况，请竞买人与有关银行及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联系。

六、关于限时竞价
参加限时竞价的竞买人在询

问期结束时使用自备电脑登录交
易系统参加限时竞价。为保证网
上限时竞价的顺利进行，请按照

《土地竞买人操作手册》要求设
置网络环境。(《操作手册》在临沂
市公共资源交易网“资料下载”
专栏，请认真阅读)。

限时竞价过程中，如出现网

络波动、竞价页面卡顿等故障情
况，将会暂停限时竞价程序，故
障排除后，限时竞价程序恢复。
因发生断网、系统故障等无法处
理的情况导致限时竞价异常结束
的，将发布公告对本次限时竞价
活动结果进行认定，认定竞价结
果无效的，将择期重新组织该宗
地的竞价活动。

限时竞价过程中各竞买人在
交易系统中的操作会自动记录在
系统日志之中，整个交易过程以
系统日志记录的数据为准。为防
止竞买过程中网络不稳定导致竞
价异常，请各竞买人尽量在规定
时限最后 1分钟前提交竞价，否
则后果自负。

七、本次集体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的事项如有变更，将
发布变更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
为准。

八、出让宗地现场踏勘时间
申请人自行踏勘现场。
临沂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址：http：//ggzyjy.linyi.gov.cn/
linyi/

临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
址：http://www.lsgtzy.gov.cn/

临沭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址：http://ggzyjy.l inyi.gov.cn/
linshu/

临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地
址：临沭县城沭新东街32号
咨询电话：0539-6219326

联系人：张卫华
临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30日

编号 土地坐落
土 地 出 让

人

出让

面积(m2)

规划

用途

出让

年限
规划条件

起始价

(万元)

竞买保证

金(万元)

加价幅

度(万元)
其他使用条件

临沭
2021-
J019号

临沭县青云镇白旄西居
西部，四至均为白旄西居

土地

临 沭 县 青
云 镇 白 旄

西居
3648

工业
用地

50年

容积率≥1 . 0，
建 筑 密 度 ≥
35%，绿地率≤

15%

95 . 5776 95 . 5776 2

临沭
2021-
J021号

临沭县临沭街道花园社
区(前半路)村南，泰安路
以北，东至花园社区(前
半路)土地和临沭街道兴
安社区(徐兴街)土地、西
至临沭街道兴安社区(徐
兴街)土地、南至金蒙新
材料有限公司用地、北至
花园社区(前半路)土地

临 沭 街 道
花 园 社 区
(前半路村)
4 2 2 9 平方
米、临沭街
道 兴 安 社
区(徐兴街)
12934平方

米

17163
工业
用地

50年

容积率≥1 . 0，
建 筑 密 度 ≥
35%，绿地率≤

15%

525 . 1878 525 . 1878 10

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
低于125万元/亩，亩均税收
不低于12万元/亩，单位排
放量增加值不低于52万元/
吨，单位能耗增加值不低于

0 . 6万元/吨标准煤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畅

惊心动魄，颜面几何

国足开场的凌厉攻势颇有几
分“吊打”趋势，值得肯定。第1分钟
就在越南门前制造险情，抢开局的
战术着实惊出越南门将一身冷汗。

但15分钟后，抡完“三板斧”的
国足有些泄气，除了依靠身体优势
掌握高空球和反抢主动权，其他方
面再无优势。反倒是越南队传控和
犀利的防守反击让国足后防线风
声鹤唳，数次远射考验了颜骏凌的
临场反应，让两队间的角逐变成了
一场“五五开”的拉锯战。

不客气地说，国足老毛病尽数
在比赛中体现，回防不积极、传球
视野差，就连武磊单刀不入的惯例
也再一次在关键战中呈现。随着体
能下降，球员技术动作变形，很难
想象赛后李铁发表的“感觉体能要
比打澳大利亚队、日本队的时候好
很多”这种言论从何得出。

领先后的国足更不会踢球
了，越南队完完全全将比赛变成
了自己的主场。1球，2球，越南生
生将自己从悬崖边拯救回来。

“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国足这
时才醒悟，只能说幸运女神今天
站在了我们这边，而武磊就是被
选中的那个幸运儿。

读秒绝杀，3分到手，摆脱倒
一，可喜可贺，可平心而论，国足
真配得上这一场胜利吗？

越南制造，挣扎接招

2002年的国足被认为是腾飞
起点，然而谁知竟成了巅峰。近20
年，国足的实力与亚洲前列渐行
渐远。“再下去要输越南了，泰国
队输完输越南，再输缅甸，接着没

人输了。”范志毅曾在2013年发表
了一番气话。今天，这段“魔咒”差
一点实现。

知名媒体人马德兴赛后说：
“这些年来越南足球取得了不小
的进步，95年龄段以及97年龄段

这两批球员成为如今越南国家队
的核心球员，而中国队依然还是
在靠一批老队员维系着……”

的确，从2007年与阿森纳共
建第一家足校开始，越南逐步接触
欧洲足坛先进理念，此后，先后从

日本与韩国的主教练身上学习亚
洲一流足球国家的先进经验。2013
年，越南足协出台相关规划更是让
越南足球的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
机会。投入和建设下，越南青训发
展卓越，涌现出如阮光海、阮公凤、

段文厚等一批又一批优秀球员，
并屡创佳绩，逐渐称霸东南亚。

反观同期的中国足球，被“金
元”蒙上了双眼，甚至放弃原则，
引入归化，不敢说病急乱投医，但
这一路确实是在不断试错中一错
再错。

曾经不入流的球队，如今在
场上让国足疲于招架。什么时候，
越南也成了中国足球需要引起足
够重视的对手？

下轮恶战，前途未卜

同组另一场比赛中，沙特阿拉
伯出乎意料地以1：0击败日本，豪
取三连胜。显然，国足下一轮比赛
对垒沙特才是真正意义的生死战。

对于即将到来的中沙大战，
沙特媒体认为，中国男足的实力
只能勉强击败越南，沙特不会输
给“亚洲三流”的球队，拿下三分
理所当然。

“国家队离开祖国已经40多天
了，在这样一种封闭环境下，人的
心理其实还是相当脆弱的，因而更
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马德兴点
评了国足的表现，他认为也许是受
到国内各种舆论的影响，中越之战
赛前，不管是国足还是足协代表团
中的工作人员，底气都不是很足。

心理压力过大确实会带给球
员紧张的状态，也直接反映在球
场上，精气神与越南的生力军形
成鲜明对比。出于此层原因，我们
确实应该庆幸国足取得了12强赛
的首胜，也为国足最后不抛弃、不
放弃的精神力喝彩，在紧要关头
守住了中国足球最后的底线。

可强颜欢笑过后，现实总是
如此残酷。在强大的沙特面前，
国足前途未卜。负重前行还是
泡沫幻灭，留给国足的时间又
一次不多了。

熟悉的节奏，国足把“生死战”噱头终于又踢成了一场真正的“生死战”。北京时间10月8日凌
晨1点，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B组第3轮，中国男足与越南的比赛缔造了“国足牌”过山车的诞生。

张玉宁、武磊连续破门，眼见胜券在握，竟被越南追身扳了两球。多亏补时阶段武磊抢点绝
杀、读秒救主，帮助国足3：2险胜，不然赛后不知该怎样面对广大球迷的口诛笔伐。

对对阵阵越越南南，，国国足足赢赢得得很很艰艰难难。。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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