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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注销部分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通告

1.西宁市城中区小灵童幼儿园，位于西宁市城中区南川西路124号，举办者王海峰
2.西宁市城中区小小幼儿园，位于西宁市城中区南川东路77号，举办者刘霁
3.西宁市城中区金色童年幼儿园，位于西宁市城中区南山路10号，举办者黄锋
4.西宁市城中区育禾幼儿园，位于西宁市城中区南川西路沈新巷85号，举办者胡艳瑞
5.西宁市城中区春芽幼儿园，位于西宁市城中区新民街46号，举办者李志娟
6.西宁市城中区小喜鹊幼儿园，位于西宁市城中区南川东路73号，举办者刘海英
7.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星家村鑫鑫幼儿园，位于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星家村村委大院，举办者杨淑岭
8.西宁市城中区元堡子幼儿园，位于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元堡子村，举办者王海峰
9.西宁市城中区总寨中心幼儿园，位于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新安庄村，举办者汪生兰
10.西宁市新禾文化培训学校，位于西宁市城中区南山路106号，举办者高西珍

西宁市城中区小灵童幼儿园、西宁市新禾文化
培训学校等10所民办学校，因拆迁、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自行终止办学等事由已停止办学行为，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有关规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019修正）第七十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有关行政
许可的注销手续：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的；行政许可依法被撤销、
撤回，或者行政许可证件依法被吊销的；因不可抗力

导致行政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之规定，决定依
法注销以下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名单如下：

自本通告下发之日起，注销办学许可的上述民
办学校，不再具有办学资质，其办学许可证和印章同
时作废。不得再以原注册机构名义从事任何办学活
动，如有违反，将依法查处。

特此通告
西宁市城中区教育局

2020年7月11日

市民政局：
《关于新建道路名称命名的请示》(宁民政[2020]

41号）收悉。经研究，同意你局上报的长清街、翠湖
街等15条道路名称命名方案，现批复如下：

一、将位于北川片区，西起宁张公路，东至规划长
宁路，长约520米，东西走向的道路命名为长清街。

二、将位于北川片区，西起规划济湟路，东至规划
苏木莲路，长约213米，东西走向的道路命名为翠湖街。

三、将位于北川片区，西起宁张公路，东至规划苏
木莲路，长约645米，东西走向的道路命名为水城街。

四、将位于北川片区，西起宁张公路，东至规划苏
木莲路，长约729米，东西走向的道路命名为石头磊街。

五、将位于北川片区，西起宁张公路，东至规划苏
木莲路，长约491米，东西走向的道路命名为汇金街。

六、将位于北川片区，西起宁张公路，东至规划苏
木莲路，长约526米，东西走向的道路命名为慧文街。

七、将位于北川片区，西起宁张公路，东至规划
苏木莲路，长约419米，东西走向的道路命名为二十
里铺街。

八、将位于北川片区，西起宁张公路，东至规划苏
木莲路，长约496米，东西走向的道路命名为陶新街。

九、将位于北川片区，西起宁张公路，东至规划济
湟路，长约519米，东西走向的道路命名为陶家寨街。

十、将位于北川片区，西起宁张公路，东至规划济
湟路，长约543米，东西走向的道路命名为碧水街。

十ー、将位于北川片区，西起宁张公路，东至规划
济湟路，长约418米，东西走向的道路命名为杏园街。

十二、将位于北川片区，北起规划水城街，南至
规划杏园街，长约3550米，南北走向的道路命名为
星岭路。

十三、将位于北川片区，北起宁张公路，南至天
津路，长约4597米，南北走向的道路命名为济湟路。

十四、将位于北川片区，北起规划长宁路，南至纬
五路，长约5347米，南北走向的道路命名为苏木莲路。

十五、将位于北川片区，北起瑞景河畔，南至纬
五路，长约6086米，南北走向的道路命名为长宁路。

西宁市人民政府
2020年7月7日

西宁市人民政府

关于长清街等道路名称命名的批复
宁政函【2020】28号

英超第36轮
7月15日
03:15 切尔西VS诺维奇
7月16日
01:00 曼城VS伯恩茅斯
01:00 纽卡斯尔VS热刺
03:15 阿森纳VS利物浦
7月17日
03:15 水晶宫VS曼联

意甲第33轮
7月16日
01:30 AC米兰VS帕尔马
03:45 罗马VS维罗纳
03:45 萨索洛VS尤文图斯
7月17日
03:45 斯帕尔VS国米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记者公
兵 郑道锦 吴书光）7月13日，中国足协
公布了2020中国平安中超联赛第一阶
段完整赛程。7月25日，中超联赛将在
大连、苏州两大赛区打响。与往年不
同，今年两大赛区均举办开幕式。大连
赛区揭幕战由卫冕冠军广州恒大对阵
上海申花，苏州赛区揭幕战由武汉卓尔
迎战青岛黄海青港。受疫情影响，中超
联赛首次采取分组赛会制，新赛制下有
什么新看点和新挑战？

分组赛会制是科学选择分组赛会制是科学选择
为了准备中超复赛，中国足协竞赛

部制订了多套赛制赛程方案，均把防疫
工作摆在第一位。在赛制赛程制订上，
最难把握的就是时间节点，只有根据疫
情防控进展程度才能确定赛制安排，最
终各方均认为分组赛会制是科学、合理
的选择。

中超复赛要考虑很多与之相关的
足球赛事，包括 2022 年世界杯亚洲区
预选赛40强赛、2020年亚冠联赛，既要
让中超尽可能保持更多比赛以达到球
迷观赛需求、有一个让各球队都能接受
的赛制，同时还要为世预赛、亚冠联赛
留出相应备战与比赛时间，这也意味着
原有的主客场双循环赛制已无法进行。

在此情况下，将中超 16 支球队分
成两个小组，第一阶段每个小组进行赛
会制双循环比赛，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兼
顾防疫要求、球迷观赛需求和比赛公平
性。同时满足防疫与竞赛、训练对赛地
要求很高，最终确定大连、苏州两大赛
区，与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赛程需动态调整赛程需动态调整
赛程编排除了考虑中超开赛时间

外，还要结合国际足联、亚足联的赛事
计划，包括中超各队外援、外教归来情
况进行动态修改，这也是现在只能确定
第一阶段赛制赛程的原因。第二阶段
赛事安排还要根据届时的防疫要求和
国际足联、亚足联相关赛事是否发生变
化而定。

在第一阶段赛程安排中，第 14 轮
具体开赛时间暂未确定，主要考虑最后
一轮的比赛结果可能影响两个小组的
排名，关系到各队在第二阶段的分组。
如果出现上述情况，两个小组的第 14
轮比赛有可能同时开赛。

看点多多看点多多
在确定第一阶段采取分组赛会制

后，中国足协竞赛部以去年联赛各队排
名为依据，按照蛇形对阵进行分组。两
大赛区各有什么看点？

在A组的大连赛区，广州恒大、广
州富力、深圳佳兆业三支球队将上演

“广东德比”，前三轮就会形成三支球队
的小循环比赛。比如第一轮深圳佳兆
业遭遇广州富力，第二轮广州富力对阵
广州恒大，第三轮深圳佳兆业过招广州
恒大，这无疑将会让广东球迷大呼过
瘾。

而在苏州赛区，既有首轮河北华夏

幸福与石家庄永昌的“河北德比”，又有
第二轮石家庄永昌与青岛黄海青港的
升班马对话，如果按照常规的蛇形对
阵，两支升班马无法分到同一小组，但
由于深圳佳兆业递补升超，让青岛黄海
青港与石家庄永昌在第一阶段就相遇，
双方的直接对决将预示谁的中超一年
级之路走得更稳。

赛程安排尽可能做到每一轮都有
焦点赛事，每一轮赛事前后都会有让球
迷津津乐道的话题。此外，今年的疫情
对于所有球队备战都造成很大影响，可
能比赛开始后，每支球队的状态与表现
或与以往有所不同，由此带来冷门。

两个开幕式的意义两个开幕式的意义
与以往不同，今年的联赛将在两个

赛区都举办简短的开幕仪式。
在大连赛区，广州恒大与上海申花

将于 7 月 25 日 18：15 在大连体育中心
体育场拉开中超序幕。在苏州赛区，武
汉卓尔与青岛黄海青港将于7月25日
20：30在苏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参加揭
幕战。

在两个赛区举办开幕式也是为了
满足球迷观赛需求。广州恒大作为中
超卫冕冠军，把他们的第一轮比赛安排
为大连赛区第一场比赛合情合理。而
在苏州赛区，由武汉卓尔参加揭幕战则
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武汉卓尔今年面临的困难比其他
中超球队都要大，武汉人民抗击疫情的
最终胜利对全国复工复产有着积极、重
大意义。因此，把武汉卓尔的第一轮比
赛作为苏州赛区揭幕战可谓众望所归。

较量较量，，不止于场上不止于场上
前所未有的分组赛制、密集赛事给

每支球队带来的困难都是相同的，挑战
也是全新的。这个时候比拼的绝不仅
仅是球队实力，还包括从人员厚度到轮
换调整，从训练备战到临场应变，从后
勤保障到心理调节，每一个环节都有可
能决定一场比赛的成败。

比赛从来都不仅仅在球员与教练
员之间展开，对于球队工作人员来说，
过去可能有一周的时间为一场比赛做
准备，可能是在自己熟悉的主场做准
备，而现在时间更加紧张、工作环境也
并不熟悉，这时候就将考验一家俱乐部
的综合实力。谁的保障更加完善，也许
都能够通过训练与比赛，甚至可以从球
员们的心态、神情上体现出来。多家俱
乐部派出大量工作人员前往赛区，对做
好保障工作的重视可见一斑。未来两
个多月对于他们来说，场外的较量同样
重要与关键。

恒大主帅卡纳瓦罗就表示，中超
大部分球员从去年 12 月到现在都没
有踢过正式比赛，有的球队外援还在
隔离，有的球队甚至缺少主教练或者
刚回来不久，这一系列问题让每支球
队都要面对非常多困难。他还表示，
每 4-5 天完成一场比赛，重要的不是
训练而是康复。

新赛制中超有何新看点和新挑战

新华社伦敦7月13日电（记
者张薇）曼城13日收获喜讯，国际
体育仲裁法庭（CAS）推翻了欧足
联对于他们的两年禁赛处罚，已
确保本赛季英超第二名的曼城下
赛季仍可出战欧冠联赛。

今年2月，欧足联以严重违反
财政公平竞赛规则为由对曼城开
出重磅罚单，除了 3000 万欧元的
罚款，更要命的是未来两个赛季
禁止参加欧洲俱乐部赛事。

欧足联当时表示，根据欧足联
俱乐部财政控制机构（CFCB）一个

独立仲裁小组的调查，曼城被认定
在 2012 年至 2016 年间提供收支
平衡信息和财报时夸大赞助收
入，因此严重违反了欧足联俱乐
部许可和财政公平竞赛规则。另
外，该仲裁小组认为曼城没有配
合调查，同样违反了规则。

不过，曼城立即表示不服，并
上诉至 CAS。13 日，CAS 在官网
发布裁决结果，认定曼城没有用
股东权益基金充当赞助收入，但
确实没有配合欧足联的官方调
查。因此，CAS 宣布解除欧足联

对曼城实施的两年禁赛令，但保
留罚款处罚，不过金额从 3000 万
欧元减至1000万欧元。

CAS在公报中说，由三人组成
的仲裁小组于6月8日至6月10日
召集当事双方及其法律代表、证
人、专家等进行了听证，而后就此
做出了上述裁决。CAS认为，CF-
CB独立仲裁小组指出的曼城违规
行为大部分并不成立或是已丧失
时效，又鉴于隐瞒股东权益基金显
然是比阻碍调查更重大的违规，因
此仅因不配合调查就禁止曼城参
加欧足联俱乐部赛事并不合适。

CAS 判决一出，曼城立即在
官网发布声明，表示虽然俱乐部
的法律顾问还没来得及仔细研究
整个裁决内容，但这已经表明了
俱乐部的清白。

又讯 12 日，意甲联赛第 32
轮的一场较量中，那不勒斯在主
场以2：2战平AC米兰。

曼城曼城

摆脱摆脱欧战禁赛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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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
基本号码

07 11 12 15 19 27 28
特别号码

25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1
7

217
392
5704
8378
63634

青海省中奖注数
0
0
0
0
24
83
312

每注奖金（元）
1232397
25150
1622
200
50
10
5

全国本期销售总额：5155342元
青海本省投注额：27932元

中奖号码: 5 3 5

青海省销售总额：887392元
青海省中奖情况：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通选一等奖
通选二等奖

和数13

1D
猜1D中1
猜1D中2
猜1D中3

2D
猜2D两同号
猜2D两不同

猜大小

猜三同
拖拉机
猜奇偶

中奖注数
258
183

0
0
1
0
0

0
2
3

6
0
0
0
7
0
0
0

0
0
6

单注奖金额（元）
1040
346

173
693
173
606
86

470
21
14

10
2
12
230
104
37
19
6

104
65
8

中奖总额（元）
268320
63318

0
0

173
0
0

0
42
42

60
0
0
0

728
0
0
0

0
0
48

中奖总金额：33273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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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杨刷新本赛季个人单场得分新高
新华社青岛 7 月 13 日电

（记者张旭东）13 日，CBA 联赛
复赛第二阶段继续展开较量，南
京同曦外援约瑟夫·杨包揽了球
队首节所有得分，全场砍下 74
分，刷新了由其保持的本赛季个
人单场得分新高。但南京队伤
兵满营，约瑟夫·杨独木难支，球
队最终以110：125负于山东队。

此前的本赛季个人单场得
分纪录同样由约瑟夫·杨保持。
在 6 月 30 日同曦与辽宁队比赛
中，他得到60分。本场比赛斩获
的 74 分让他与鲍比·布朗并列

CBA历史个人单场得分第三位。
“我并不在意我的职业得分

新高，因为篮球是一项团队运
动。我更关注如何让队中年轻
人成长起来，教会他们如何在心
理和身体上做好打比赛的准
备。”约瑟夫·杨说。

同曦队主教练崔万军说：
“球员尽了最大努力，但内线实
力有差距，防守和篮板球上都很
难与对方抗衡。”

在当天进行的其他比赛中，
北京以111：91战胜山西；天津以
78：133不敌辽宁；新疆以122：86

大胜深圳；青岛以85：114完败江
苏。

又讯 CBA 联赛复赛第一
阶段卡特彼勒最佳防守球员奖
13 日揭晓，“英雄归来”的广东
男篮防守悍将周鹏凭借场均2.9
个篮板、1.5次抢断和1.9个次助
攻值斩获此奖项。

今日
16:00 广东VS广州
19:35 八一VS广厦
20:00 四川VS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