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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北消防视角

海北州出台农牧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为全面提升农牧区消防

安全治理水平，海北州消防救
援支队深入研判农牧区消防
安全管理难点，推动州政府出
台《海北州农牧区消防安全管
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全力助推消防安全大检查工
作深入开展。

《规定》的颁布实施为加强
农牧区消防工作具有重要意
义，有利于加强农牧区公共消
防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消防工
作与农牧区经济发展相适应；
有利于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

建立健全社会化消防工作网
络；有利于加强和改革消防工
作制度，有效预防火灾和减少
火灾危害；有利于推进“智慧消
防”建设，切实发挥信息化手段
在消防安全风险中的防范作
用；有利于加强消防组织建设，
推进多种形式消防力量建设，
提升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能
力；有利于深化“放管服”和消
防执法改革，完善消防监督执
法机制，提高群众对消防工作
满意度。

（通讯员 赵文瑶）

海北消防开展地震灾害救援综合实战拉动演练
为进一步检验海北州消防救援队伍地震救

援专业力量能力水平，充分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工
作，海北州消防救援支队开展地震灾害救援综合
实战拉动演练。

演练模拟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镇发
生里氏 6.5级地震，震源深度 10千米，造成附近
建筑物损毁严重、大量人员被困、道路交通中断、
车辆无法通行。灾情发生后，支队立即启动《地
震灾害应急救援预案》，迅速调集轻型地震救援
队和 4个大队救援力量，共计 24车、123人、2100
余件（套）器材装备，支队全勤指挥部遂行出动，
联络应急、气象、通信、公安、民政、医疗等 11家
应急联动单位，共计 11车、23人到场协同处置。
此次演练采取“独立作战、自我保障、同步进行”

的作战模式，设置大面积搜索、狭小空间救援、车
辆事故救援、向下快速破拆、斜下救援、T 型救
援、断崖救助、竖井救援、瓦砾移除等实战科目，
围绕应急响应、命令发布、力量调集、力量投送方
式、途中指挥、现场集结、徒步行进、搭建营地、领
受任务、救援科目、综合保障、总结讲评等 11项
演练流程，各大队在辖区设演练分场地，同步开
展全要素、全流程演练，支队“一部六组”人员现
场有序开展各项工作，全方位、多角度锻炼救援
队伍综合能力。演练过程中，各参演队伍按照前
方指挥部指令，坚持做到令行禁止、坚决服从，不
畏艰险、英勇顽强，展现出良好的战斗素养和过
硬的战斗作风，达到了“实兵实装、实景实练”的
预期目的。 （通讯员 赵文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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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布达佩斯 6 月 21 日电
21 日晚，第 19 届世界游泳锦标赛女
子 200 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的奥运
冠军杨浚瑄以 1 分 54 秒 92 摘金。这
是中国游泳队在本届世锦赛上获得
的第一块金牌。

拿到职业生涯首枚长池世锦赛
金牌的杨浚瑄赛后在接受场边采访
时，甚至有些不知所措，尽管她在去
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为中国队获得了
女子 4×200 米自由泳接力冠军。这
位山东姑娘说，其实自己并没有准备
好迎接这枚金牌。

澳大利亚名将奥卡拉汉获得亚
军，汤慕涵以 1分 56秒 25收获一枚铜
牌。汤慕涵也是东京奥运会女子 4×
200米自由泳接力冠军队伍的成员。

决赛中，20岁的杨浚瑄在第二泳

道，19岁的汤慕涵在第八泳道。出发
时，两位中国选手并不领先。50米后
杨浚瑄位居第五，而汤慕涵在 100 米

后仍居末位。后半程中国小将一起
发力，杨浚瑄一举抢到第一位并保持
到比赛结束，汤慕涵也追到第三名。

北京时间 22日，巴甲俱乐部弗鲁
米嫩塞官方宣布，前广州队前锋阿兰
正式加盟，双方签约至 2024 年。至
此，代表中国男足国家队出场的入籍
球员，在离开中超后几乎都找到了新
球队。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和中国足
球的缘分也基本上走到了尽头？明
年亚洲杯或许是入籍球员最后代表
国足出战的机会了？

阿兰签约巴西老东家
即将年满 33 岁的阿兰职业生涯

正是始于弗鲁米嫩塞，2008年至 2010
年间，他代表球队出场 88次，打入 26
球，并在此期间多次入选巴西国青队。

2015 年 1 月，广州队以 1110 万
欧 元 签 下 阿 兰 。 在 广 州 队 效 力 期
间，阿兰共出场 68 次，打入 38 球，随
队获得三次中超联赛冠军和 2015 年
的亚冠冠军。

阿兰在 2019年成为入籍球员，并
在 2021年 1月首次入选中国男足大名
单。同年 5 月，他在对阵关岛的比赛
中上演首秀，并打入两球。迄今为止，
阿兰10次代表国足出场打入3球。

加盟老东家后，阿兰在媒体发布
会上动情落泪，“我回家了，我无法用
言语表达我的感受，我和我的家人都
非常兴奋，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我
希望能在这里做到伟大的事情。”

只剩下费南多没有找到工作
2019 年 6 月对阵菲律宾的热身

赛中，有中国血缘的李可成为第一位
代表国足出场的入籍球员。

之后，中国足协还先后完成了多
名无血缘入籍球员的工作——艾克
森、洛国富、阿兰、费南多和高拉特，
这其中高拉特在完成入籍后并未获
得代表国足出场的资格；而费南多因
为长期受伤，虽然有过入选国足集训
队的经历，但还是未能完成代表国足
的出场……

真正代表国足有过出场经历的
入籍球员是艾克森、洛国富和阿兰。
阿兰在国足的态度还是值得认可。

由于三人的前东家广州俱乐部在
2021 年 9 月起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
机，打完去年 11月的两场十二强赛比
赛后，三名入籍球员陆续离开中国。

今年 2月 16日，广州足球俱乐部
宣布与包括阿兰在内的几名入籍球
员解约。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艾
克森、洛国富均在巴西足坛找到新工
作，前者签约巴西乙格雷米奥队，后
者效力于巴甲米内罗美洲。

另外一名入籍球员高拉特更早
离开广州，和巴甲球队桑托斯签约。

只有 29岁的费南多至今待业，去
年 5 月在国足备战四十强赛训练期
间受伤后，费南多就再也没有出战过
任何一场比赛，他现在也没有和任何
球队完成签约，是入籍球员中唯一没
有找到下家的球员。

他们和中国足球渐行渐远
随着入籍球员先后离开中超并

在巴西联赛找到新东家，他们和中国
足球之间的联系也已经越来越远。

此前春节期间的两场十二强赛，
中国足协也曾经征召过三名入籍球
员，最终因为从巴西抵达东京过程中
航班变故，洛国富在社交媒体上炮轰
中国足协，而费南多中途因为家人生
病折返回家。

之后两场比赛，洛国富和阿兰也
没有给国足带来帮助——甚至从某
种程度上来说，大年初一国足客场 1
比 3 输给越南的很重要原因，就是主
教练李霄鹏选择让连训练都没办法
维持的两名入籍球员首发。

到了 3 月国足最后两场十二强
赛，入籍球员都未能入选名单……费
南多至今还未代表国足出场。

今年 5 月下旬，记者曾经联系到
4名入籍球员，在采访中，他们都表示
希望有机会代表中国队出战 2023 年
亚洲杯。

艾克森说自己很怀念和国家队
队友在一起的日子，希望通过一年的
努力，“让自己不要消失在中国球迷、
教练组和媒体的视野中。”

阿兰当时表示，希望加盟一个离
中国比较近的联赛，以便兼顾国家队
的比赛。费南多则说自己仍然非常
期待迎来在国家队的首秀。

从目前情况来看，2023年亚洲杯
或许成为巴西入籍球员代表国足出
战的最后可能性，但由于这些球员已
经先后离开中超，中国足协对入籍球
员不再拥有约束力，是否参赛只能取
决于个人意愿。 本报综合消息

按 照 亚 足 联 的 要 求 ，凡 有 意 接 办
2023 年亚洲杯赛的会员协会，须最晚于
6月 30日向AFC正式提交书面申请及相
关申办材料。6 月 20 日，从韩国传来消
息，在确认得到本国政府支持后，韩国足
协表示将启动 2023年亚洲杯申办工作。

今年 5 月，亚足联及 2023 年亚洲杯
中国组委会双双通过官方渠道宣布，原
计划于明年 6月 16日至 7月 16日在中国
举办的 2023 年亚洲杯足球赛因故易地
举办。消息传出后，外界对赛事新举办
地的安排做了一系列猜测。有传闻称，
受各类客观因素影响，目前亚足联旗下
会员协会没有哪家愿意接办该项赛事。
甚至有媒体曝出了赛事有可能仍由中国
承办的传闻。不过，与宣布赛事易地一
样，亚足联对于易地何方办赛的事情，也
严格讲求规则与程序。按照规定，凡有
意接办 2023 年亚洲杯赛的会员协会须
最晚于 6月 30日提交正式申请及相关材
料。在各种猜测广为流传的时候，韩国
足协提出了比较明确的接办意向。据相
关媒体报道，韩国足协能够确认申办
2023 年亚洲杯，主要得益于本国政府对
办赛的支持。近日，韩国足协也已经就
此事得到了韩国政府的相关批文。这也
为韩国足协在 30 日申报时限到来前备
好申办材料，赢得了时间。

有媒体援引韩国足协相关官员的
说法称：“尽管韩国连续 10 次进入世界
杯决赛阶段比赛，但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主办过亚洲杯了。所以我们这次
决定申办，是想进一步加强韩国足球的
国际化形象，同时也争取夺取亚洲冠军
称号。”

为确保亚洲杯赛事的高质量运行及
理想的商务收益，亚足联提出了 7项比较
具体的申办条件。如承办方须提供 5座
观众容量不少于 2万人的球场用于小组
赛、八分之一决赛、四分之一决赛。半决
赛场地须保证容纳 4 万人的观众容量。
开闭幕活动也就是揭幕战与决赛场地观
众容量须达到 5万人以上。对于曾经承
办过 2002年男足世界杯的韩国来说，满
足这些办赛条件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如果 2023 年亚洲杯能够在韩国举
办，那么中国队相对来说不会受到长途
旅行的困扰。中、韩两国时差较短，中国
队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安排落实各
项备战工作。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韩国足协
有意申办2023年亚洲杯

阿兰加盟巴甲弗鲁米嫩塞队

巴西入籍球员还会代表国足出战吗

女子200米自由泳

杨浚瑄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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