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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即将在俄罗斯开幕。这是一场属于全世界球迷的
狂欢，尽管与莫斯科有着700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中山的世界杯氛围正一天天

被点燃。除了各种消费商家在摩肩擦掌，争抢世界杯消费市场外，“中山元素”也没有缺席
世界杯——华帝赞助的法国队将出现在赛场，一位中山的小学生也有幸到赛场去做球童。

与以往几届不同，今
年的俄罗斯世界杯，是继
2002年韩日世界杯后，举

办地点距中国最近的
一次。这也意味着，
中山球迷不用在半

夜三四点爬起
来看球了。

正因

如此，不少中山球迷开始
一边留意世界杯赛程，一
边物色观赛场所。

身为阿根廷队的铁杆
粉，本土球迷“SW”翘首以
盼 6 月 16 日（周六）的比
赛。他告诉记者：“适逢端
午假期，又是北京时间晚
上 9 点开球，简直再美妙
不过了！我将叫上朋友去
酒吧，准备一起去欣赏梅

西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秀。
因为对阵的是冰岛队，拿
下‘开门红’不成问题。”

相形之下，本土网友
“莫给力”更为顾及世界杯
期间“另一半”的感受。他
说，看世界杯该有的氛围
还是要有，因此计划在城
区找一个环境不太喧哗的
清吧，与妻子一起看球。

本报记者 周振捷

本报讯（记者 黄凡）世界
杯即将开启，中山也有企业通
过商业合作“参与”了世界杯。
记者昨日从华帝股份了解到，
该企业已在今年3月签约成为
法国国家足球队的官方赞助
商；今年 5月又签约法国传奇
球星亨利作为品牌代言人。

体育赛事是提升品牌知
名度的“捷径”，华帝股份与体
育赛事之间的关联度一直较

高。在此之前，华帝股
份成为承担包括北京奥
运会、新加坡青奥会、墨
西哥泛美运动会在内的
24个国际、国内大型体育运
动会的火炬研发和制造任务。
这次华帝签约法国国家足球
队后，已经将球队和球星的宣
传照用于线上、线下店面的宣
传和活动，以此进一步提升品
牌的形象。

本报讯（记者 陈慧）去现
场看俄罗斯世界杯球，是许多
球迷的愿望。中山市五桂山学
校的小学生古康正近日已动
身，他和国内其他 9名小学生
一起，去俄罗斯世界杯当球童。

古康正从四年级下学期
才开始正式参加学校的足球训
练。教练邬权锋说，这孩子目前

上六年级，身高已1.75米。不仅
够高，而且反应又快，协调性又
好，是个很好的苗子。在小学生
组里，这样的身高当守门员，特
别能守得住。

今年 5月，古康正与队友
们参加了“谁是球王——新时
代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大
赛，在第八赛区小学组里获得
了最佳阵容，并到成都参
加了半决赛。经过艰苦的
一级级比赛，最终他
成为了全国十名赴
俄罗斯世界杯当球
童的小学生球
员之一。

本报讯 （记者 夏亮红）
昨日上午，记者在阜沙镇上南
村市场附近看到，一处 6层高
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物
在城管等执法人员的监督
下，已进入拆除尾声阶段。据
悉，该处建筑面积 1605 平方
米，造价约200万元，其因未办
理用地、规划许可及施工报建
等手续，属于违章建筑。

该违章建筑原本是作为
出租用途。记者从阜沙镇政府
了解到，2017年上半年，执法

人员在巡查时发现梁某等人
占用该处土地实施建设。经执
法人员核查，该用地（建筑物）
未办理用地、规划许可及施工
报建等手续，当即向梁某等业
主发出停工通知。

执法部门多次发出整改通
知，期间阜沙镇执法人员也多
次上门对业主进行教育劝导，
并采取停水停电、暂扣施工设
备等整治措施，但是业主依然
抢建偷建。

6 月 7 日上午开始，阜沙

镇组织城管执法分局、住建
局、国土分局等相关部门，对
该处违建进行依法清拆。

记者发现，在对面的另外
一处建筑，已建成了混凝土框
架，但已被叫停施工，城管执
法人员称该建筑同样涉嫌违
建，不久将进行拆除。据悉，阜
沙镇执法部门将依法对涉及
到的违法建筑物，其中上南村
就多达 6处、罗松村 2处、丰联
村 3处、大有村 1处逐一清拆，
让土地复耕复绿、恢复原貌。

一装修公司“跑路”，市消
委会和行业协会等联合声明

同行愿以成本价
接手“烂尾工程”

本报讯（记者 王伟）上个月，中山市任
意装苹果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人去楼
空。对该企业遗留的问题，6月10日中山市装
饰设计行业协会和市消委会联合7家装修公
司发表声明：愿意以成本价接手跑路企业留
下的烂尾工程。

联合发表声明的代表公司为华浔品味
装饰、名匠装饰、名雕装饰、星艺装饰、梦居
装饰、蓝博王装饰、峯度壹品装饰等。

联合声明说，凡因装修公司“跑路”而停
工的工地，各装修公司均愿意接手完工。并
将以接近成本的价格提供装修服务，以验收
合格为完工标准，同时享有一年的保修服
务。还可以按工程进度结算。

市消委会投诉与法律事务部工作人员郑
耀忠接受采访时称，“苹果装饰”暂停营业的
消息见报后，市消委会已经接到大约40户业
主的投诉，估计受害的业主有 100到 200户，
涉案金额上千万元，由于短时间内难以追回
资金，只能先想方设法解决装修完工问题。

未能如期交楼
开发商被判违约

法院不认可开发商辩称的
“不可抗力”

去年，30余名遭遇延期交楼近一年的业
主将中山某开发商告上法庭，6月 11日，市中
院通报了终审判决：开发商分别赔偿30多位
业主2到3万元不等的违约金。

2013年 5月至 2014年初，曾先生等数十
名购房者先后和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
同，交楼时间是 2015年 12月 31日前。然而，
该楼盘从2013年4月至2014年4月因工人罢
工和大雨停工共计 87天；2014年 5月 1日开
始因工程款纠纷全面进入停工状态184天。

直到 2016年 10月 20日，开发商才取得
竣工验收备案登记证。曾先生说，他实际收
楼时间是2016年11月7日，开发商逾期交楼
311天。开发商则称遭遇大雨停工、工人罢工
都属于双方合同中约定的“不可抗力”，因此
不存在逾期交楼。该案经一审二审，市中院
近日终审判令开发商向购房者支付2万余元
至3万余元不等违约金。

法院审理认为，在合同领域中，不可抗
力是指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
服的客观情况，因此构成合同条款约定的雨
天、罢工等均应达到一定的规模。但开发商
所称的罢工只是工人因工资被拖欠而造成
工地停工，尚不构成社会学意义上的罢工，
不属于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

此外，双方约定发生不可抗力导致交楼
时间顺延时，开发商应在事件发生后30日内
告知购房者。如今，开发商没有证据证明其
在雨天、罢工等事件发生后30日内履行了告
知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

本报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刘颖清

以案说法

欠薪造成的停工
不属于不可抗力

世界杯的世界杯的““中山元素中山元素””

市内酒吧、餐厅、KTV等纷纷策划推出主题活动

世界杯“商战”正待哨响
记者昨日走访发现，在本土不少酒吧、餐馆、KTV及商场，涉及世界

杯海报、赛程表、观赛套餐、参赛队国旗之类的绿茵元素日趋增多。这每
隔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商战”，只待开场哨音吹响。

■世界杯氛围日趋浓厚
昨日中午，记者在大

信·新都汇远洋店看到，其
中庭间隔有序悬起了彩旗
及彩球，各楼层围栏也满
满当当挂着世界杯各参赛
队的国旗。在大信·新都汇
新悦店 3 楼，一家连锁
KTV的门口处，亦摆出了
巨幅的世界杯赛程表。其
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世
界杯期间他们推出了多款
黄金时段“7小时欢唱+酒
水套餐”，消费者可以一边
观赛一边K歌 。

位于城区安栏路的一

家酒吧，6 月 14 日至 7 月
15日，将“主攻”晚上 9点
至凌晨 2 点的酒市。位于
兴中道一家主打北欧特色
的餐吧，除了观看球赛，每
晚还将推出赛事竞猜等助
兴活动。至于火炬区东镇
路沿线的一家连锁酒吧，
为让消费者零距离感受绿
茵场的热情，此次特别开
辟了直播赛事区，仅大荧
幕就长达 10米。距该酒吧
不远的一家星级酒店，则
打造了以世界杯为主题的
自助餐厅，主打一边看世

界杯一边品尝俄罗斯美食
的特色。

与此同时，涉及足球
宝贝的选拔活动也接连上
演。近期，坦洲镇一家创意
酒吧启动了足球宝贝选拔
活动，其报名截止日期为6
月 13日，届时前三名选手
将获得丰厚的奖金待遇。
此外，由一家知名房地产
商主办的粤港澳大湾区
（中山）足球宝贝选拔赛时
下同样处于报名阶段，
16—30岁的中山女性均可
报名。

■观赛环境各有所爱

华帝成为
法国国家队赞助商

中山小学生
将赴世界杯当球童

投入两百万 一拆成烟云
阜沙镇上南村一处6层高的违建房被依法拆除

昨天上午，阜沙镇上南村一处6层违建楼房被拆除。
本报记者 赵学民 摄

穿12号球衣的就是古康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