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送达公告

��������贵阳市云岩区野鸭塘百花大道 64-69

号的普天创业园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需对

规划红线范围内的房屋实施征收，云岩区人

民政府已经依法作出 《关于普天创业园棚

户区改造项目规划红线范围内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的决定》（云府发[2015]610 号），

因被征收人（见附表）在征收签约期限内不

能与征收部门就房屋征收补偿事宜达成协

议，已影响项目的征收和建设。 根据《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第二十六条

的规定，区人民政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

补偿决定，提供产权调换房和货币补偿两种

方式由被征收人选择， 并发放临时过渡费。

因下列房屋所有权人已故和产权人较多，房

屋未析产分割，继承人尚不确定，无法直接

送达，区人民政府已依法在房屋征收范围内

予以张贴公告，同时登报公告送达。 请相关

利害关系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到

普天房屋征收现场办公室领取 《云岩区人

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逾期不领取，

视为送达，区人民政府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如对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有异议的，相关

利害关系人可在本公告送达之日起六十日

内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

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

讼期间不停止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执行。

特此公告！

云岩区人民政府

2018年 6月 6日

序号

被征收房屋坐落

房屋被征收人

《云岩区人民政府房屋征

收补偿决定》编号

产权调换房屋坐落

货币补偿（元）

云岩区百花大道 64 号邮车厂

宿舍 14栋 5单元 2层 204号

朱朝龙（已故）

云府发[2018]32号

贵阳市百花大道 240 号中国普天中央国际 2 号地

块 5号楼 4708号，建筑面积 80.05平方米的期房

305856.52

云岩区百花大道 64 号邮车厂

宿舍 14栋 2单元 2层

云府发[2018]8号

贵阳市百花大道 240 号中国普天中央国际 2 号地

块 5号楼 4802号，建筑面积 91.17平方米的期房

392058.35

杜爱香吧、王新勇、

王新强、王兰英、王

新国、杜萍

云岩区野鸭乡百花大道 64 号

57栋 2单元 4层 1号

吴治光（已故）

云府发[2018]24号

贵阳市百花大道 240号中国普天中央国际 2 号地

块 2号楼 3404号，建筑面积 80.02平方米的期房

302387.14

云岩区百花大道 64 号邮车厂

宿舍 14栋 1单元 2层 4号

刘世圣（已故）

云府发[2018]16号

贵阳市百花大道 240 号中国普天中央国际 2 号地

块 6号楼 4806号，建筑面积 84.69平方米的期房

341746.90

云岩区百花大道 64 号邮车厂

宿舍 14栋 1单元 1层 2号

龙庆祥（已故）

云府发[2018]18号

贵阳市百花大道 240 号中国普天中央国际 2 号地

块 6号楼 4805号，建筑面积 83.33平方米的期房

341746.90

云岩区野鸭乡百花大道 64 号

57栋 2单元 4层 2号

杨昌龙（已故）

云府发[2018]26号

贵阳市百花大道 240 号中国普天中央国际 2 号地

块 5号楼 4808号，建筑面积 80.05平方米的期房

346434.76

云岩区野鸭乡百花大道 64 号

57栋 1单元 4层 2号

宋月仙

云府发[2018]20号

贵阳市百花大道 240 号中国普天中央国际 2 号地

块 4号楼 4704号，建筑面积 79.84平方米的期房

15473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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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贵阳普天创业园棚户区改造项目《云岩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公告送达名单

丹·佩特莱斯库先生 1967 年

12月 22日出生。 球员时代，代表

罗马尼亚国家队出场 95 次，是罗

马尼亚足球史上国家队出场次数

最多的球员之一， 参加过两届世

界杯（1994、1998）和两届欧洲杯

（1996、2000）。 职业生涯足迹遍

及罗马尼亚、意大利、英格兰，尤

其是在切尔西效力了 5 个赛季之

久， 留下了 151 次的出场记录。

2003 年丹·佩特莱斯库第一次以

教练的身份出现在替补席上，当

时的球队是罗马尼亚的 Sportul�

Studentesc，另外他也在波兰、俄罗

斯和中国执教过。

2015 赛季，佩特莱斯库接替

高洪波成为江苏队的主帅。 2015

年的 17 场比赛中 （包括足协

杯），佩帅交出了 6胜 5平 6负的

成绩， 中超的成绩 2 胜 4 平 6�

负。 佩帅最大的功劳就是率队足

协杯夺冠，将江苏队送进了 2016

赛季的亚冠联赛。

在担任贵州恒丰主教练，佩

帅面临更大的挑战。 2018�赛季只

能用 3 名外援，还增加了 U23 条

款， 为佩帅的排兵布阵增加了难

度。同时，此次接手贵州恒丰压力

陡增， 如果前几场比赛不能有所

起色， 贵州保级的形势将越发严

峻。更关键的是，这次留给佩帅磨

合的时间很短，而 2015 赛季佩帅

用了近半年时间磨合， 才打造出

苏宁的防守体系。 不过佩帅与他

的教练团队信心满满，昨天下午，

佩特莱斯库与球员见面， 并进行

了首次公开训练。

新帅佩特莱斯库先生也对自己将来

的工作表达了十足的信心，他说：“很高

兴能再次回到中国，在此，我非常感谢俱

乐部的信任。 尽管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

非常大的困难，保级任务也非常艰巨，但

是俱乐部选择了我， 我也相信我和我的

教练团队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我不是魔

术师，但会全力以赴，一直战斗到赛季最

后一刻。 ”

佩帅也希望球员能够全力以赴，球

员如果在场上没有全情投入， 则将失去

上场机会。 佩帅提前看过贵州恒丰的比

赛视频，他表示要抱有希望：“因为我相

信我们有能力继续战在中超的舞台。 ”

距离下一次联赛还有 4 周时间，佩

帅表示， 将利用这段时间对球队及中超

联赛做一个充分的了解。 “我希望在四

周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案。 ”

曾任江苏队主教练的佩帅表示，现

在中超联赛与以前不同， 现在只允许每

场比赛上三名外援。不过，他认为这一政

策有利于中国足球长远发展：“中国足

球想要长远发展，需要年轻球员冒尖，所

以，希望年轻球员利用好这个机会，发挥

最好的水平。 ”

□本报记者 杜立 /文 王弘扬 /图

哪位主教练会在世界杯

上脱颖而出？ 该如何掌控更

衣室？ 球队主帅的作用是否

只有 8%？ 7 日，安切洛蒂、古

利特、 科斯塔库塔三位世界

足坛名宿对这几个话题进行

了探讨。

作为执掌过拜仁慕尼

黑、皇家马德里、切尔西等诸

多豪门俱乐部的名帅， 安切

洛蒂坦言自己更看重球员和

球队，很少去关注教练。

荷兰队未能进入俄罗斯

世界杯决赛圈， 荷兰人古利

特因此把目光投向了比利

时。 科斯塔库塔表达了对法

国队主帅德尚的兴趣。

“作为主教练，不能凌驾

于球员之上， 但也不能屈居

球员之下。 需要对顶级球星

和其他球员展现出同样的尊

重。” 安切洛蒂与数不清的顶

级球员打过交道， 如何管理

更衣室， 意大利人有着自己

的方式。

安切洛蒂说，“教练要和

球员、 工作人员都维持一个

良好的关系，互相尊重。 在相

应的工作准则内， 我们的球

员也需要对工作人员展示出

尊重。 ”

“准备比赛或训练，不是

最难的， 最难的是心理上的

问题。 ” 安切洛蒂说，更衣室

里发生的事情其他人没法了

解，会有沟通会有争执，也会

有表扬和鼓励， 有时还会一

起痛哭、互相安慰，最重要的

是让球员们在更衣室团结一

致，在里面做出决定，走出的

时候坚决执行。

主教练对于一个球队到

底有多重要？ 这是一个见仁

见智的问题。 有人从经济学

数据测算， 认为主教练对一

个球队的作用只有 8%�左右。

古利特显然不太认同：

“我觉得比 8%�要多，一个能

赢球的团队，不光是球员要踢

得好， 更重要的是在更衣室

内，需要教练带领他们。 比赛

的时候，球员们在现场很难听

到教练在说什么，能够听到的

只有靠得近的球员，这时候就

需要教练看清楚整个场上的

形势，适时做出调整。 ”

“应该说要比 8%�的贡

献要多， 主教练会拥有很多

权力但与此同时也会付出很

多。 ” 安切洛蒂说，当你成功

的时候一切好说， 但一旦输

球责任只有主教练承担，俱

乐部没有办法把责任分摊到

不同的球员身上。

科斯塔库塔的看法则更

为现实。 “像瓜迪奥拉、安切

洛蒂这样的主教练， 他们起

的作用当然会超过 8%�。 ”意

大利人认为， 如果球队有像

梅西、C罗这样非常重要的球

员，情况可能会不一样。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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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恒丰新帅上任

佩特莱斯库：我不是魔术师，但会全力以赴

自 2017 年萨曼诺接手贵州恒丰俱

乐部以来，在球队最困难的时期，萨曼诺

将球队从降级边缘拉了回来， 并且还取

得了不错的成绩， 为此俱乐部方面决定

与萨曼诺继续续约，合同期为一年，不过

在本赛季萨曼诺率领的贵州恒丰战绩并

不理想， 目前上半赛程下来仅仅取得了

一场胜利， 目前以 1 胜 1 平 9 负排名垫

底，面临着降级的可能。

6 月 12 日的发布会上， 贵州恒丰

足球俱乐部董事长文筱婷对佩特莱斯

库的到来表示了欢迎。文董首先对曼萨

诺带领贵州恒丰在 2017 年逆水行舟获

得了好成绩表示感谢，她说：“今年，曼

帅遇到了很多问题，很多疑难杂症。 贵

州恒丰选择在最关键的时候，跟新的教

练签约。这不是否定曼帅的功绩，而是球

队需要新的血液，在逆境中，寻找新的机

会。 希望佩特莱斯库先生能把阳光带到

俱乐部。 希望新的教练团队带来新的景

象与理念， 为贵州以及贵州足球奉献自

己的热情。 ”

贵州恒丰足球俱乐部 CEO 毛罗·佩

德佐利表示，贵州恒丰联赛 11 轮过后，

战绩不够理想，但贵州恒丰并不会否认

曼萨诺在上个赛季给我们带来的所有

成功和满足。他说：“选择佩特莱斯库先

生是因为他身上有我们所需的特质，希

望新教练团队能给我们带来活力与求

胜欲。 ”

6 月 12 日 15 时，贵

州恒丰足球俱乐部新帅上

任发布会在贵阳奥体中心

举行， 佩特莱斯库正式担

任球队主教练。

恒丰俱乐部：不否定曼萨诺功绩

佩帅上任：球员必须全情投入

接手恒丰挑战大

环塔拉力赛接近尾声———

魏红杰闯进前八

◎

观

察

———足坛名宿谈掌控更衣室

世界杯名帅

哪家强？

本报讯 2018中国环塔

国际拉力赛接近尾声， 赛手

们昨日再次转营， 从哈密市

来到了昌吉回族自治洲五彩

湾营地， 组委会考虑到各车

队要经历 574公里的转营里

程，SS7 赛段只设计了 103

公里短而精的特殊赛段，吉

源驾校车队的魏红杰将自己

的总排名提升至第 11 位，

T1.3组总排名第 7位。

SS7 赛段由戈壁牧道、

峡谷、河道赛段组成，岔路

很多，对领航和车手的要求

非常高。

“今天的赛段，河道路

段非常窄，而且有很多尖锐

的石头，一不小心就容易爆

胎，甚至可能遭遇翻车等事

故， 所以在这样的赛段上，

我总结出三个字‘稳、准、

狠’ ， 在平稳前行的过程

中，在与领航默契地配合下

准确的通过每个危险路段，

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狠狠

地咬住前面的对手甚至超

越。 ” 魏红杰赛后如此表

示。

目前为止，2018环塔比

赛只剩下最后两个赛段，超

过半数的赛车已经因为各

种原因退赛。 （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