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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我单位对位于民和县川口镇自由南街7号原
民和县医院的房地产及机器设备进行公开拍卖，该标的建
筑面积：14254.11㎡，包括：门急诊综合楼、医技楼、住院部
大楼、核磁共振室、宿舍楼、食堂等建筑物，土地使用权面
积：11265.97㎡。

预展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5月12日下午4时
止

预展地点：标的现场（查勘费用自理）
拍卖时间：2020年5月13日下午15时整
拍卖地点：民和县人民医院会议室（新区）
竞买须知：1、凡参加拍卖会的竞买人需携带有效证件

及相关资质，并缴纳竞买保证金伍佰万元整方可办理竞买
登记手续。2、该标的以办医疗机构为主。3、拍卖成交后，
保证金转为佣金及成交价款，未成交者保证金如数退还（不

计息）。4、收款单位：青海省拍卖行 账号：2806 0006 0920
0088 637，开户行：工商银行西宁西大街支行。

联系电话: 0971-8223656 13709724317 冯女士
18997184846 熊女士 13139089169 尹先生
查询网址: 青海省拍卖行（www.qhpaimai.com）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www.caa123.org.cn)
青海省拍卖行业协会（www.qhspx.com）
西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www.xnggzy.gov.cn）
点拍网（www.dpauc.com）洪力网（www.honglipai.net）
注：中国拍卖行业AA企业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理事单位
中国机动车拍卖标准化达标企业

青海省拍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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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我中心于2020年4月28日上午10时在中国

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

cn）对“大众、丰田、长城、别克、酷威等18辆车辆”面向社

会进行公开拍卖。

预展时间：2020 年 4 月 25 日起至 2020 年 4 月 27 日

预展地点：西宁市五四西路海湖新区北城七区商业广场

本场拍卖会采用网络拍卖方式，凡参加竞拍者需缴

纳竞买信誉保证金人民币壹万元整（可任意竞拍），于

2020年4月27日17时前缴入本中心账户（名称：西宁市

公物拍卖中心，开户行：西宁农商银行海西路支行，账号：

82010000000504957）并携相关证件至我中心办理竞买手

续，未成交者如数退还（不计息）。

联系电话：13099776096 15597030915

查询网址：西宁市公物拍卖中心（www.xngwpm.com）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www.caa123.org.cn）

西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www.xnggzy.org.cn）

监督电话: 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0971-6110016

中国拍卖百强企业

中国拍卖行业AA企业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西宁市公物拍卖中心

2020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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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罗马4月19日电 据外媒报道，欧足
联计划在 8 月 7 日或 8 月 8 日恢复欧冠联赛的相
关赛事。

据意大利天空体育广播报道，如果消息准确
的话，本赛季欧冠联赛八分之一决赛的首场较量
将在8月7日或8月8日进行。同时，为了不影响
欧冠联赛决赛的进行，需要采取每三天就进行一
场比赛的密度，这样8月28日的欧冠决赛才能够
如期进行。

如果本赛季欧冠联赛能够顺利结束的话，那
么下赛季欧冠联赛将会不早于10月20日开始。

新华社武汉4月18日电（记者乐文婉 肖艺
九）18日晚8时51分，武汉卓尔俱乐部球员在主教
练何塞·冈萨雷斯的带领下乘坐高铁由广州抵达
武汉，结束了长达104天的“漂泊”。

武汉卓尔董事长田旭东率领俱乐部管理团队
在武汉站等候。在武汉站闸机外，数百名球迷身
穿与卓尔新赛季球衣同色系的橙色衣服，举起“荆
楚荣耀”“武汉必胜”“欢迎汉军子弟兵回家”等横
幅，高唱队歌，热情迎接球队抵达。

据了解，武汉卓尔将正式进行短暂休假，短暂
调整后，外地球员将全部返汉。4月22日，球队一
线队教练组和球员将在基地开启训练，全面备战
新赛季。

1月5日，武汉卓尔全队前往广州黄村奥体中
心开始冬训第一阶段，此后抵达西班牙马拉加进
行第二阶段海外拉练，于3月16日抵达深圳隔离。
隔离21天后，球队赴佛山完成第三阶段集训。

又讯 北京时间4月19日消息，恒大归化球员
高拉特近日在接受巴西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并
没有回到克鲁塞罗的想法，并称在归化后希望入
选中国男足。

新冠疫情在中国暴发时，有没有想过回到
巴西？对此，高拉特表示：“不，我没有这么想
过，我之前已经与恒大续约，并且也获得了入籍
证明，我没有想过回到巴西。我现在只想上场
比赛，用进球去帮助队友，我希望有机会为中国
队效力。”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4月19日消息，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定于2月下旬开幕的
2020年新赛季中超联赛至今仍未开赛。中国
足协曾制订4月下旬开赛的新计划，但如今看
来这个时间仍不可能重启中超联赛。为此，中
国足协增加了一套7月再开赛的新预案，力争
确保今年联赛不跨年。

2月中旬，中国足协为中超开幕事宜进行
了多次协商，并设计了四套预案。这些预案中
给出的开赛时间点最早为4月下旬，最晚为6
月。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在4月重启中超变
得不可能的情况下，4月9日中超公司召开了
第五届第五次董事会、第五届第三次股东会
议，在这两次视频电话会议上，中国足协再次
对中超开赛的预案进行了调整，补充了一套新
的预案，即开赛时间推迟到7月初，以此保证今
年中超能够在年底踢完。

如果今年中超联赛只能从7月开始，那么
到年底就只有不足6个月的时间，倘若世预赛
也安排在下半年进行，它还将占用1到2个月
时间，如此算下来，留给中超的时间就仅剩4个
多月，这也意味着中超一个月要踢7场比赛；再
算上亚冠和足协杯，中超一周双赛不但将成为
常态，而且一周三赛的频率也将大大增加。本
着“联赛不跨年、也不占用国际比赛日”的原
则，今年足协杯是否还有必要举行就值得讨
论。中国足协相关人士表示，协会在设计新赛
程安排预案的过程中保持了几个原则，首先是
不进行空场比赛，以此确保联赛的“职业属性”
完整，避免损害联赛相关各方的利益；其次，如
能确认开赛时间，就必须确保所有各赛区、各
俱乐部同步开赛；最后，赛制必须合理，以确保
赛程完整。同时还必须保证比赛最低场次达
到一定数量，确保赛事竞争公平公正。

当然，2020赛季的时间安排并不完全取决
于中国足协。它首先取决于国家防疫政策及
防疫工作的具体部署与要求，同时还要看亚足
联拟定的亚冠联赛赛程、国际足联与亚足联联
合确定的世界杯预选赛40强赛小组赛最后四
轮的比赛时间等。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4月19日消息，据西班
牙《世界体育报》报道，中国前锋武磊在西班牙人的
表现已经引起了多家英超俱乐部的关注，武磊或许
有机会转战英超赛场。

作为中国队的领军人物，武磊的动态从来都备
受瞩目，此前他曾表示，无论西班牙人本赛季结束后
是否降级，他都希望能够留在球队。根据《世界体育
报》的报道，多家英超俱乐部的关注使武磊有了更多
选择。2019年初加盟时，武磊与西班牙人签订的是
一份2+1的合同，尽管他有很大概率激活最后一年
的续约条款，但现在或许有了更多的选择。

近两个赛季的西甲和欧联杯的锤炼使得武磊的
各项能力都有了提高，虽然并未在西班牙人完全坐
稳主力位置，但是中国前锋的能力已经得到了认可，
他灵活的跑位、出色的速度以及精湛的射术获得了
不少好评。《世界体育报》指出，关注武磊的俱乐部认
为，中国前锋有能力在英超立足。而除了竞技层面，
武磊的商业价值同样巨大，他所在的俱乐部自然能
够扩大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

《世界体育报》表示，西班牙人俱乐部非常了解
武磊的价值，他们并不想放走这名中国前锋，但“英
超一些球队可能会采取行动，力争从西班牙人手中
抢走武磊。”毫无疑问，无论是继续留在西班牙人还
是转战英超赛场，对武磊来说都是不错的选择。
2022年世界杯越来越近，作为中国队的领军人物，武
磊肩负重任，相比于继续留在有很大概率降级的西
班牙人，前往英超赛场或许是更理性的选择。

武磊有机会转战英超赛场吗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4月19日消息，穆里
尼奥于去年年底接手热刺，但是他的带队成绩并
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很多人都希望热刺能在今
夏按照穆里尼奥意愿补强，这样穆里尼奥才算拥
有了自己想要的班底。但他想要实现这点其实却
并不容易。

《电讯报》称，热刺已经对夏季转会窗口做出
了规划，如果球队下赛季无法参加欧冠联赛，那么
今夏穆里尼奥将只能得到 5000 万英镑的转会预
算。

本赛季的热刺，阵容缺陷明显，后防不靠谱，
中场没有找到埃里克森的接班人。锋线太依赖哈
里·凯恩，一旦凯恩受伤就面临无人可用的窘境。
在这种情况下，热刺是急需补强实力的。

不过对热刺来说的好消息是，即便今夏他们
未能拿到欧冠资格，届时只有5000万英镑预算，但
在疫情影响之下，球员的价格可能不会像往年那
么昂贵。如果精打细算，穆里尼奥也可能用5000
万英镑做一些事情。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4 月
19 日，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
道，如果没有有效的新冠肺炎病毒
疫苗出现，在2021年举办东京奥运
会将“非常不现实”。

爱丁堡大学全球卫生主席戴
维·斯里达尔表示，及时开发疫苗对
于奥运会能够如期举行是“必要
的”，因为东京奥运会原定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至 2021 年 8 月 8 日举
行，虽然推迟了一年，但是新冠肺炎
病毒能否控制住仍是未知数。

斯里达尔教授说：“我们从科学
家那里听说研制出疫苗是可能的。
我原以为研发时间是一年或一年半
以后，但听说可能会更快。如果我
们能在明年之内研制出疫苗，那么
我认为（奥运会）的举行是可以实现
的。这种疫苗将改变游戏规则，这
是一种有效的、可负担得起的、可用
的疫苗。”

他还说：“如果我们不能在科学
上取得突破，那么我认为这（2021
年举办东京奥运会）看起来非常不
现实。我认为他们做出了正确的决
定，将2020年东京奥运会推迟一年
举办。”

在早些时候，国际奥委会和东
京奥组委召开电视会议，双方针对
奥运会推迟后所面临的问题达成
了一项协议，双方成立了联合指导
委员会，负责全程监督各项筹备工
作。

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负责人
约翰·科茨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
疫情是否爆发导致可能进一步影响
奥运会，包括再度推迟或禁止观众，
现在还为时尚早。而东京奥运会组
织者、东京奥运会的发言人高屋正
一表示，如果因新冠肺炎病毒疫情
需要再次推迟，东京奥运会没有“B
计划”。

中国足协增加7月开启预案

力争确保联赛不跨年力争确保联赛不跨年

外媒：若无疫苗问世

明年举办东京奥运会不现实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4 月
19日消息，新冠肺炎疫情使得职业
网球巡回赛受到严重冲击，除了澳
网公开赛在山火的侵袭下勉强完赛，
其他三项大满贯都遭遇了史无前例
的震荡，法网延期、温网取消。而美
网公开赛也受到严峻考验，据了解，
今年6月将最终确定美网公开赛命
运。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美国
网球公开赛组委会仍定于 8 月 31
日-9 月 13 日进行比赛。但是他们
也在时刻关注着疫情变动，并制订

“B计划”，一旦疫情防控失败，赛事
同样会面临取消的风险。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网球协会
首席执行官迈克·道斯表示，没有什
么是“非公开的”，最终决定将在6月
做出。

“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比赛？

所有东西都摆在台面上，空场比赛
是一种极不可能的情况——这不符
合网球精神。”道斯表示。

道斯补充道：“我们非常幸运，
我们是第四个大满贯赛事，所以时
间对我们有利。尽管如此，但这不
是驱动因素，驱动因素将是球员、球
迷和我们工作人员的健康和福祉。”

又讯 塞尔维亚网球名将德约
科维奇18日透露，他与费德勒、纳达
尔一起商量过成立一个新的基金，
以帮助那些受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的
低级别网球运动员。

德约科维奇表示，他希望能够
募集到 300 万至 450 万美元用以帮
助那些世界排名在 200 位或者 250
位至700位之间的球员。他同时透
露，他还会寻求与ATP和大满贯赛
事主办方的合作以便能够顺利建立
这个基金。

美网能否举办6月将见分晓

武汉卓尔

在“百日漂流”后返回武汉

外媒称欧足联计划

88月初重启月初重启欧冠赛事欧冠赛事

热刺给穆里尼奥划红线

拿不到欧冠资格将削减预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