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1日电 C
罗的新刑事辩护律师10日发布了反
击媒体报道的声明。声明中表示媒
体报道中援引的有关指控 C 罗强奸
的文件“完全是捏造的”，C罗坚称与
马约尔加是双方自愿。

律师彼得·S·克里斯蒂安森在声
明中称，媒体报道的那份2009年的报
告是由黑客从欧洲的律师事务所和
其他机构窃取的，然后将其出售。

这份声明中承认 C 罗和马约尔
加 2010 年在拉斯维加斯达成了保密
协议，但马约尔加违反了协议并提出
了指控，C罗也无法再保持沉默。

声明中说：“正如 C 罗一直坚持
说明的那样，2009年在拉斯维加斯发
生的事情实质上是双方自愿的。这

些媒体报道称涉及了 C 罗的文件完
全是伪造的。”克里斯蒂安森谴责“媒
体支持和推动这种证据都基于窃取
来的、容易被随意篡改的电子文件的
诽谤，实在是非常可悲”。

C罗性侵案女方马约尔加9月27
日在内华达州提起诉讼，指控C罗于
2009 年在拉斯维加斯对她实施了性
侵。马约尔加承认自己接受了 37.5
万美元的赔偿作为“封口费”，但她的
律师说，她是在试图保护罗纳尔多声
誉的“中间人”的压力下签署的协议，
诉讼要求追加至少 20 万美元的赔
偿。之后拉斯维加斯警方宣布对此
案重新启动调查，目前警方以重新审
理案件为由拒绝公布文件，也没有对
调查进展发表评论。

C罗律师称 媒体报道文件证据造假媒体报道文件证据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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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营造喜庆、欢乐的节日氛围，进一步丰富
人民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城北区区委、区政府
以“创新、环保、节俭、喜庆”为原则，现决定面向社
区公开征集2019年城北区“ 两节”灯展方案，欢
迎有意向的设计施工单位应征，具体内容如下：

一、项目名称
2019年城北区春节、元宵节灯展整体规

划方案及各灯组方案设计。
二、项目地点及内容
(一)项目名称：龙门彩灯组
项目地点：小桥大街十字
(二)项目名称：造型灯组
项目地点：泰和广场、朝阳广场、朝阳公园
（三）项目项目名称：灯饰亮化
项目地点：小桥大街十字到新宁桥
三、应征资格要求
(一）在中国境内注册或成立，按时年检

合格、具有履行合同能力的独立法人企业，需
提供法人身份证、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资金
1500 万元以上)、税务登记证正副本、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及相关安全许可证等复印件(不
收邮寄件)。

(二)具备合法有效的大型活动策划、彩灯
设计、LED、动漫设计制作、雕塑小品制作、展
会策划、布置等设计和施工一体的资质。

(三)具有较强的彩灯、LED灯、动漫策划、设
计、制作、布展实力，具有规划设计大型灯展工作
业绩，具有在青海西宁施工3年以上的业绩(需附
规划设计合同书复印件和灯会规划图、照片)。

四、征集时间
2018年10月10日至10月15日为报名时

间，2018 年10 月23 日至10 月29 日为方案征
集时间(以收到方案时间准)。方案需提交电
子版PPT(PDF)格式文件。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甘先生
联系电话：0971-5503850
联系地点：城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大楼6003室

西宁市城北区科技文体旅游局
2018年10月12日

城北区2019年春节、元宵节花灯设计方案征集公告
为贯彻落实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全面查实城西区土地的利用状况，

掌握真实准确的土地基础数据，从而进一步健全土地调查、监测和统计制度，

科学、合理、有效保护国土资源，城西区国土和农林牧水局全力开展城西区第

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

城西区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前期资料收集工作现已完成。城西区国土和

农林牧水局现根据国家下发地图及提取出的不一致图斑，针对城西区城区、海

湖新区及彭家寨镇地区土地利用特点，采用互联网+技术分三组分别推进外业

调查工作。此次调查将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基础上对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情

况，包括地类、位置、面积、分布等状况；土地权属及变化情况，包括土地的所有

权和使用权状况；土地条件，包括土地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状况进行

全面核查。

下一步，城西区国土和农林牧水局将继续根据三调工作要求，积极向前推

进工作进度，及时完成外业调查及内业处理工作，建立互联共享的一体化土地

调查数据库及管理系统，按期全面完成区级土地调查工作。

摸清土地家底 全面推进西区三调工作

新华社悉尼10月11日电 正于澳超中央海岸
水手队试训的牙买加“飞人”博尔特将在12日晚的
一场热身赛中首发出场。这位田径传奇在俱乐部官
网上表示，这是一场很重要的比赛，将决定他是否能
成为一名职业球员。

这位八枚奥运金牌得主届时将作为水手队一员
参加对阵麦克阿瑟西南联队的热身赛。“教练认为我
的身体状况适合，并将我放在了首发阵容中。”博尔
特透露。

现年32岁的牙买加“飞人”在结束田径生涯后，
自8月开始在澳超中央海岸水手队试训，12日的比
赛将是其第三场热身赛，这也是球队备战新赛季最
重要的一场实战。

“我感觉自己在进步，我的移动和触球感觉越来
越好。但球员真正的水平需要在球场上检验，我必
须通过实战来检验自己的能力，以决定我是否应该
继续或是停止我的足球生涯。”

新华社堪培拉10月11日电（记
者白旭）澳大利亚男足后卫米洛斯·
德格内克11日表示，正在集训的全队
在新主帅格雷厄姆·阿诺德的带领
下，崇尚攻势足球理念，坚信球队有
能力在明年的亚洲杯上实现卫冕。

阿诺德在俄罗斯世界杯后从范
马尔维克手中接过澳大利亚队教
鞭。澳足协官网11日介绍，16日与科
威特的热身赛，将是阿诺德上任以来
执教球队的第一场比赛，也是备战亚
洲杯的重要实战。

“我们目前训练非常努力，因为
全队氛围积极，每个人都有热情。（虽
然换了教练）我们队没有任何退步，
而是期待新一个四年的周期，一直到

下一届世界杯。”德格内克说。
这名效力于贝尔格莱德红星队

的后卫还表示，全队期待踢出主帅阿
诺德提倡的攻势足球理念，“我们期
待着能够主导亚洲足坛，还要在世界
范围内获得提升”。

24 岁的德格内克本赛季随俱乐
部参加了欧冠联赛。他表示，这样的
经历会带给他更多信心，让他回到

“澳洲袋鼠”后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我觉得我们队很优秀，备战也一

直很扎实，期待我们成为亚洲杯上一支
强大的球队，夺得冠军。”德格内克说。

2019年亚洲杯将于2019年1月5
日至 2019 年 2 月 1 日在阿联酋举行，
共有24支球队参赛。

澳男足备战亚洲杯澳男足备战亚洲杯 力争实现卫冕

新华社罗马10月10日电 意大利男足 10 日晚
在主场进行的热身赛中以1：1战平乌克兰队。意大
利队已连续5个主场比赛不胜，追平了国家队历史
上主场不胜最长纪录。

本场比赛主教练曼奇尼排出 433 阵形，意大利
一开局就猛攻施压，怎料屡屡攻门都未能得分。第
57分钟，接弗洛伦齐的传球，贝尔纳代斯基远射终于
破门打破僵局。第63分钟，乌克兰的马利诺夫斯基凌
空抽射，将球打入球门下角扳平比分。双方最终战成
1：1，以防守见长的意大利队已连续8场比赛丢球。

曼奇尼赛后表示，球队整体表现不错，但理应
斩获更多进球。他认为，球队接下来应该在进攻
端做到更加精准，当机会摆在面前时，必须破门得
分。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10 月10 日，里皮继续
带领国足在苏州进行集训。本周六晚，国足将与到
访的印度队进行热身赛。相比16日热身赛的对手
叙利亚队，印度队实力显然要差上一大截。因此，里
皮已经敲定了两场比赛的战术思路，那就是面对印
度队遣替补出战，与叙利亚队一战，才全遣主力以磨
合亚洲杯阵容。

本次国足集训大名单中新人不算多，但是亮点
也不少。尤其是金敬道和张修维的入选，更是给国
足的中场增加了不少厚度。

在10日进行的国足训练课上“分组对抗”环节，
大部分老队员都被编入替补一方，而在主力一方，金
敬道和张修维引人关注。

本赛季，山东鲁能主教练李霄鹏将金敬道的位
置固定在边前卫上，除了保持他此前能拼善抢爱跑
的特点之外，进攻端威胁同样大增。本赛季至今，金
敬道出场24次，已打入6球，送出3次助攻。而在最
后时刻补召进国足的张修维在解禁复出后，不仅在
场上的比赛态度极其认真，而且在后腰位置上的跑
动对于球队的串联作用也很明显。

此外，国安的后腰池忠国，也是里皮眼中的香饽
饽。本赛季，池忠国在联赛中出场24次，场均抢断
3.58次，场均拦截2次，场均解围1.46次，是中超赛场
在防守端表现最好的后腰。而在进攻端，池忠国也
有 1545 脚传球，仅次于两位队友奥古斯托和比埃
拉，排名中超第三。能攻能守，而且还有着极强的奔
跑能力，池忠国受到里皮重用也就不奇怪了。

上个国际比赛日，国足以0：1负于卡塔尔、0：0
战平巴林，在国内联赛进球如麻的武磊、杨旭，以及
状态不错的郜林，谁也没能为国足取得进球。解决

“锋无力”的问题，是里皮目前的头等大事之一。
从这两天的训练看，面对印度里皮很可能会排

出433阵形强攻对手。但也必须承认，在锋线上可
供里皮选择的并不多。郜林、武磊必然会占据两个
首发位置，另一个位置，重返国足的于大宝有望先发
出场，肖智、于汉超替补待命。

于大宝最近在国安被改造成中后卫，而这次回
到国家队，里皮还是将他放到中锋的位置上。对此，
于大宝说：“来到国家队后需要尽快转换角色。教练
希望我能尽快重新熟悉前锋的感觉，我也会通过这
几天的训练尽快调整过来。国家队的前锋压力挺大
的，我会尽全力把握每一个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国脚们在打完16日晚与叙利亚
队的热身赛后将返回俱乐部，集中精力完成中超联
赛最后五轮的角逐，来自国安和鲁能的国脚们还将
分别于11月25日、12月1日参加足协杯决赛两回合
赛事。而参加完俱乐部队赛事后，国脚们将重返国
家队。按照计划，国足将在11月12日重新集中，参
加当月的两场热身赛，这也是国足在本年度最后两
场国际A级赛事。这两场比赛的对手已经基本确定
为巴勒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队。比赛时间初定在 11
月16日和11月20日。

在参加完中超颁奖典礼（11月21日）后，国脚们
也将获得一周多的休整之机。他们随后将于12月1
日重新集中直到亚洲杯征程结束后才告解散。在此
期间，国足计划先在国内进行为期半个月左右的集
训，随后于12月19日凌晨由广州前往卡塔尔多哈进
行拉练。如果顺利的话，球队将在多哈进行两场热
身赛，随后于 12 月 28 日启程前往阿联酋，为明年 1
月初开始的亚洲杯做最后冲刺。

国足两场热身赛敲定两套阵容
热身赛 10月13日 19:35 中国VS印度

博尔特博尔特即将首发即将首发

力争足球职业合同

意大利意大利战平乌克兰战平乌克兰

追平主场不胜最长纪录

阿斯阿斯顿维拉宣布顿维拉宣布

特里担任助理教练
新华社伦敦10月10日电 英冠阿斯顿维拉俱乐

部10日宣布，布伦特福德主帅迪恩·史密斯担任球
队新主帅。同时，刚结束近20年球员生涯的前切尔
西名将特里担任助理教练。

阿斯顿维拉队表示，希望新的教练团队能
帮助球队在 2016 年降级后重返英格兰顶级联
赛。此外，俱乐部还同时签下了曾在巴伦西亚
和马德里竞技都有过工作经验的皮塔奇出任体
育总监。

阿斯顿维拉CEO帕斯洛在俱乐部官网上表示，
这三份新合约意味着球队将开启一个新篇章并有了
一个新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