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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凌晨! 英格兰超级联赛第 "#轮压
轴大赛! 由利物浦队在主场安菲尔德球场
迎战劲敌热刺"面对来势汹汹的客队!主队
利物浦队将迎来一场苦战"

这场比赛也是利物浦队的复仇之战!

本赛季英超第 $轮! 热刺在主场凭借莫德
里奇# 迪福的进球以及阿德巴约的梅开二
度! 以 #%&胜利物浦队" 在那场比赛中!利
物浦的亚当和斯科特尔均染红离场! 可谓
输球又输人" &%#的比分是利物浦本赛季最
耻辱的失利! 也是热刺在英超历史上对红
军利物浦队的最大胜利"

本场比赛对主队利物浦来说有一个重
大利好! 主力前锋苏亚雷斯经历了长达 '

场的漫长停赛期后本场比赛有望出场" 但
由于长时间没有正式比赛! 苏亚雷斯很可

能替补出场"苏亚雷斯的威胁很大!他在前
场能突能传能射!是一位全能型球员"

看历史战绩利物浦占优! 但最近的战
绩热刺不错" 自从英超成立以来!利物浦与
热刺交锋 #(场!取得 )!胜 ))平 )*负的成
绩"其中!利物浦坐镇安菲尔德球场取得 )+

胜 $平 ,负的成绩!占据绝对优势" 近 ,次
交锋!利物浦全败!上赛季也是热刺在英超
历史上首次主客场双杀利物浦" 上赛季在
主场!利物浦 -$"负于热刺!这也是热刺近
)!次在联赛作客安菲尔德的首场胜利"

相对于利物浦目前的兵强马壮! 热刺
队却是损兵折将" 该队的迪福#范德法特#

阿德巴约和列侬脚筋尚未痊愈! 残阵的热
刺想在客场全身而退难度颇大"

本报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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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井镇寨基村乡村道路工程于二○一二年二月
三日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的评审，推荐中标
候选人情况如下：

?:@ABCD!海南方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EF@ABCD!海南恒鑫土木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EG@ABCD!海南泰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如有异议，可于中标公示发布的三个工作日内以书

面形式向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投诉。
HI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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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第39号令），经儋州市人民政府以儋府函[2012]3号文批准，儋州市国土环
境资源局决定以招标方式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编号为儋州市兰洋温泉度假区控规B-1-f号地块。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LAMNOPQRSTUVWXYAZ[

该宗地用于兴建“双限房”项目，开发建设期限为2年。中标人必须
向市政府提供总建筑面积为21608.484万平方米、单价为1800元/平
方米的房源，其中120平方米户型的占70%、90平方米户型的占30%。
F#\]D^_!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法人可申
请参加投标，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G#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公开招标出让按照能够最大限度满足公开招标文件规定的各项综合评
价标准者得的原则确定中标人。`#HAabVHAcd!有意投标者可
于2012年2月6日至2012年2月16日到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二
楼土地利用科查询和购买《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手
册》，并按照招标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投标。投标申请时间：
2012年2月6日至2012年2月27日17：00（北京时间）。e#HAf

gh!投标保证金（其中建设保证金为400万元）为人民币800万元，
申请人必须在2012年2月27日17时前将保证金存入儋州市国土环
境资源局指定账户，投标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投标成交后，中标人缴

纳的投标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定金。i#^_jk!经审核，申请人
按规定缴纳投标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于2012年2月27日17：00
时（北京时间）前确认其投标人资格。l#LHAmnVOo!投标时间：
2012年2月28日9：00时至2012年2月28日9：30时（北京时间）。
开标时间：2012年2月28日9：30时（北京时间）。招投标地点：儋州市
国土环境资源局五楼会议室。p#qrst!1、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电
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申请。2、本次招标不接受邮寄投标文件。3、本
次招标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u#vwxyz{|}

~!联系地址：儋州市中兴大街20号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咨询电话：
0898-23883393 66793886。联系人：吴先生 蔡先生。查询网址：
http：//www.landchina.com 开户单位：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开户
银行：儋州市农行那大商场支行。银行账号：61300104000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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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海南省文昌市华侨中学。C?:-DE@AF海南正荣项

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G?HIJKF教学楼工程。L?HMNOF1、本次招
标项目的概况如下：建设地点位于文昌市华侨中学校园内，新建1栋，5层，
框架结构；建筑面积约为1722.15m2；工程费用约为313万。2、计划工期150

日历天。3、招标范围：土建及水电安装工程。PQRJSTUVWXYF投标
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或以上；项目经理
为注册建造师二级或以上资格并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并在人
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Z? RJU[\:-]T^_`aF2012年2月6日至2012年2月 10
日17：00时止报名，地点在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办公大楼西侧二楼招
投标办公室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本300元。联系人：张工

66591026。bQRJUVcF拟派项目经理本人必须携带法人授权委托书、
建造师注册证及身份证和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营业执照副本、资质
证书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如为省外企业须携带《省外建筑企业进琼
分支机构备案手册》（以上材料验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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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在第 )&届直布罗陀国际象棋公开赛
上勇夺亚军的世界棋后侯逸凡 $日返回北
京"她在首都机场接受记者们采访时表示!

小波尔加是学习的榜样! 但并不一定要去
./01%复制&她"

侯逸凡是在母亲的陪伴下去参赛的!

他的父亲和中国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叶江
川# 中国队教练余少腾一起到机场迎接她
们!不少记者也闻讯赶来"

在本次比赛中!+月份满 )2岁的侯逸
凡终结了国际象棋女子传奇人物小波尔加
+-年对女棋手不败的纪录!并且在与 !名
等级分达到或超过 +!--分的男子国际特
级大师的交锋中取得 * 胜 + 和 3 负的佳

绩!世界棋坛为之震动"

不过! 侯逸凡在记者们面前显得非常
平静" 她淡淡地说$'这次公开赛是以锻炼
为主!没想过成绩" 因为是赛事 )-周年纪
念!组委会请了一些非常厉害的棋手!+!--

分以上的有 ))个" 我确实下得不错!能够
有机会和那么多 +!--分以上的棋手过招!

感觉挺幸运的" (

在这次比赛的 )-轮慢棋中!侯逸凡和
英国名将肖特同积 2分! 最后加赛快棋告
负获得亚军"侯逸凡表示!总体来说自己的
发挥还挺好的! 但还是有很多可以总结的
地方"在全部比赛中!她对战胜希洛夫和阿
尔马西的两盘棋最满意! 赢小波尔加的那
盘她倒是觉得对手发挥得不是特别好!赢

得不是那么艰难"

尽管这次赢了有'无冕之王(之称的小
波尔加! 侯逸凡认为自己仍有差距!'差距还
是有的!并不能以一次比赛#一盘棋认定大家
的真实实力!毕竟身体因素#竞技因素都是存
在的!可能综合在一起才会发生"况且小波尔
加不是在她最顶峰#处在上升势头的阶段("

最近一段时间! 外界一直把侯逸凡和
小波尔加进行对比!而小侯本人更希望'做
自己("

'不可能完全复制!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小波尔加肯定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并不一
定要去 ./01她!还是做自己吧!(侯逸凡说"

侯逸凡下一步的目标是进一步提升自
己的等级分"本次比赛后!她的即时等级分

已经达到 +4,'分" 等到正式公布!将创造
职业生涯的新高" 侯逸凡希望有更多和男
子高手过招的机会! 不管是公开赛还是邀
请赛!通过比赛提高自己!保持等级分继续
上涨的势头"

此前侯逸凡曾经透露! 她计划今年开
始读大学" 现在战绩出色! 上升势头这么
好!她是否会改变计划呢)

侯逸凡回应说$'一直比较想去读书!

上大学! 这个计划不会随着成绩的浮动变
化" 而且!这两者并不完全冲突!利用好了
可以互相结合! 就比如阮露斐她当时两方
面兼顾得就挺好的"比如想提高棋艺!理解
力#阅读力要提高!也可能借助别的知识提
高思维能力之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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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 中国国际象棋
队总教练叶江川 $日表示! 侯逸凡在直布
罗陀国际象棋公开赛上的惊艳表现绝非偶
然!而是她到了厚积薄发的阶段"

叶江川说! 侯逸凡这次的表现完全出
乎意料" 她之前参加了不少男子级别的比
赛!还没有一次达到这样的高度!而这个高
度在国际上会引起比她拿世界冠军更大的
反响!'小波尔加这么多年一直有这么大的
影响!关键一点是她在向男子挑战!这是欧
美国际象棋界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

叶江川表示! 这次比赛侯逸凡通过战
胜小波尔加引起了媒体关注"更难得的是!

她又赢了希洛夫和两届俄航杯赛冠军得主
黎光廉这样的名将"用叶江川的话说!这些
"!--分以上的高手'个都比较大("

'整体看!小侯技术上肯定是有突破!

否则不会有这样的表现!这不是偶然的"从
去年世界冠军对抗赛到现在! 侯逸凡到了
一个厚积薄发的阶段" 中国国际象棋队希
望她不仅是一个世界冠军! 更希望她达到
性别挑战的高度" (

在国家队一直对侯逸凡悉心指导的余
少腾教练说! 这次比赛侯逸凡的确非常出
色!表现分达到 "2--多分!这在男子也不
多见"仅就本次比赛而言!侯逸凡的表现和
超一流相当!毕竟战胜了几个 "!--分以上
的棋手" 但是! 这样的状态能不能维持下

去!是一个疑问" 余少腾希望!在这种高级
别的比赛保持住这种状态! 是她接下来需
要去做的"

本次比赛余少腾印象最深刻的是侯逸
凡和小波尔加的那盘棋"他说!那盘棋小波
没什么机会!侯逸凡下得非常有耐心"

余少腾说! 去年的女子世界冠军对抗
赛之后! 侯逸凡整体提高了一块! 包括经
验#心态还有处理布局的能力等各方面!信
心也更足!'毕竟小侯跟 "!--分以上的棋
手下过很多了!对付他们的经验很多!她的
策略得当!应对得当" 反而是 "!--分的高
手对她时心理会起一些变化! 不知该怎么
下" 又想欺负她!又不太好欺负!想赢不好
赢!又不甘心和棋"她不拒绝和棋!正常下!

往往对手求变!不甘于和棋!给了她机会" (

余少腾认为!侯逸凡这次的表现证明!

她和除了小波尔加之外的女棋手们已经拉
开了距离"

'没有别的女棋手达到这个高度!%在直
布罗陀公开赛这样的比赛中&连前十都很难
进去!战胜 "!--%分以上的高手&都很少见!

连续战胜更不多见" 除了小波以外!她跟别
的女棋手比优势比较明显!(余少腾说"

本次比赛之后! 侯逸凡的即时等级分
%俗称暗分&已经达到 "4,'分" 余少腾说!

侯逸凡的等级分要想一下冲击 "!-- 分有
难度" 先瞄准 "4$-分!一步一个台阶!这样
比较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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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在
这里进行的第二届世界女子围棋擂台赛第
五局比赛中! "-岁的中国先锋王晨星二段
执白中盘战胜韩国名将朴志娟二段!赢得四
连胜"

在 "--' 年正官庄杯三国女子擂台赛
上!王晨星就曾以中国先锋身份赢得过三连
胜" 这次她又超越自我!实现了新的突破"

与王晨星同岁的朴志娟实力不俗"她曾
在 "-)-年爆冷闯入三星财产杯赛 )4强!当
时击败了中国实力派的男子棋手柁嘉熹"此
外!她还曾在 5.信用卡杯赛中打入本赛!这
些对于女子棋手来说都是难得的佳绩"

此役之前!王晨星在中国队教练王磊的
帮助下针对对手的凶悍棋风进行了分析!做
好了打硬仗的准备" 朴志娟执黑以星*小目
开局!王晨星也应以星*小目"布局阶段的发
展在王磊和王晨星的意料之中!王晨星下得
比较顺畅"序盘阶段!双方都努力厚实行棋!

把胜负的较量留到中盘"

果然! 中盘阶段双方在中腹展开激战!

随后又在左上角爆发劫争" 在劫争的过程
中!双方咬得很紧!朴志娟的处理不够精细!

黑棋棋筋被吃" 经过一番争夺!双方形成转
换!白棋打穿了黑棋右上角" 紧接着在右边
的战斗中!白棋成功地封住黑棋!逼迫对方
后手做活!成功地将主动权掌握在手中"

官子阶段!白棋的厚味逐渐发挥威力!双
方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黑棋贴不出目的局面
难以改变" 行至第 "4-手!朴志娟中盘认输"

王晨星赛后表示!中腹的战斗白棋一度
非常危险!好在对方打了一个'勺子(!自己
赢得比较幸运"

王晨星的四连胜让中国队处于非常有
利的地位"目前!中国队 $将悉在!日本队和
韩国队分别只剩下 ,名和 "名棋手"在 4日
的比赛中!日本队可能会派出矢代久美子五
段攻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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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足球骚乱发生后! 埃及足协主席萨米
尔*查希尔带领其领导的执行理事会成员 *

日宣布集体辞职"

"日!在足球骚乱爆发的第二天!埃及
总理卡迈勒*詹祖里要求埃及足协领导层
引咎辞职"查希尔 *日在声明中表示!他与
埃及足协执行理事会成员集体辞职" 据了

解! 在针对这一埃及历史上最严重的足球
暴力事件调查期间! 查希尔本人将被禁止
离开埃及"

埃及东部塞得港体育场 )日晚举行开
罗阿赫利队与塞得港埃及人队的一场足球
比赛!结果埃及人队以 ,$)获胜"赛后!两队
球迷持棍棒等器械在体育场内外混战!造成
至少 !*人死亡#数百人受伤!震惊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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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美籍华裔球
员林书豪在 *日的 657赛场一战成名!凭借
+$分#!次助攻和 $个篮板的惊人表现带领
纽约尼克斯队主场 ''$'+战胜新泽西网队"

+$分是林书豪 657职业生涯的个人
最高分!在安东尼手感不佳%3$投 ,中&和
斯塔德迈尔深陷犯规危机的情况下! 以替
补控卫身份出场的他出人意料地扛起了尼
克斯的进攻大旗"

在最关键的第四节! 面对全明星级球
星德隆*威廉姆斯的防守! 仅仅是 657二
年级生的林书豪一人独得 3+分!率领尼克
斯打出一波 3,$*的高潮!成功'破网("

林书豪当晚的表现征服了素来挑剔的
尼克斯球迷! 比赛结束前麦迪逊广场花园
体育馆响起了阵阵'杰里米%林书豪的英文
名&+杰里米(的欢呼声!这一'明星式(的待
遇让林书豪本人也受宠若惊"

'说实话!今晚发生的一切连我自己都

觉得很惊讶! 但现在我要尽情享受这一
刻!(林书豪笑着说道"

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的帕克是当日赛场
上另一颗闪亮的明星!'法国跑车(用 *+分的
完美表现帮助球队在主场 38!$'4力克全联
盟战绩第一的俄克拉荷马雷鸣队" 而西部另
外两支传统劲旅,,,洛杉矶湖人队和达拉斯
小牛队则双双输球! 分别以 2!$'4和 22$')

在客场不敌犹他爵士队和克里弗兰骑士队"

在其他几场比赛中!华盛顿奇才队 2)$

)-!惨败于洛杉矶快船队-亚特兰大老鹰队
2!$'2不敌费城 !4人队- 印第安纳步行者
队 2)$2$负于奥兰多魔术队-底特律活塞队
2'$2!险胜新奥尔良黄蜂队-明尼苏达森林
狼队 )--$')战胜休斯敦火箭队- 密尔沃基
雄鹿队 '-$)),败给芝加哥公牛队- 菲尼克
斯太阳队 '$$2'击败夏洛特山猫队-萨克拉
门托国王队 ))*$)-4拿下金州勇士队-波特
兰开拓者队 ))!$'!轻取丹佛掘金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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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省足球协
会获悉! 省足协已制订了未来五年我省青
少年足球发展计划! 将把重点放在校园足
球上!扩大校园足球人口"

省足球协会会长吕建海透露!第一!在
保持原有海口市 $-名校园足球辅导员基
础上!培养#扩大#整合青少年校园足球辅
导员#教练员队伍!把长期做校园足球工作
的人员队伍扩大到 )$-人! 使 9级教练员
数量达到 $- 人!. 级教练员数量达到 )-

人" 第二!在保持原有中国足协 *4所校园
足球布点学校的数量基础上!增加 ,-所海
南省足协布点学校!布点学校要提高质量!

保证布点学校常年开展校园足球节# 校内
足球联赛#足球课教学#课余足球活动#足
球队训练等各种足球活动" 布点学校要起
到辐射作用"第三!组建能够代表海南省最
高竞技水平的各年龄组青少年足球队!包
括 :)+#:)*#:)4#:)2的足球队伍"人才选

拔是通过校园联赛选拔! 在原有海口市校
园足球联赛基础上! 联赛铺开到琼海#三
亚#昌江#澄迈#定安等市#县单位!每年选
拔才能出众的队员集中到海口做训练营培
训! 海南省每年定期举办两次集中全省少
儿精英的足球训练营!主要开展足球训练#

竞赛和选拔工作"第四!初步建立按照学校
系统层级的四级金字塔和网络辐射的青少
年培训体系! 培训以各层级的布点学校为
基本单位!形成结构优化#合理#上下贯通
的培训构成! 使有足球特长的孩子有好学
校就读#有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培训单位的
数量为$ 小学 2-所# 初中 ,-所# 高中 )-

所#大学 ,所" 第五!完成各级别等级教练
员标准的制定! 培训严格按照高标准考核
和印证教练员的资格! 并制定青少年足球
培训大纲! 全省严格按照大纲推行由小学
开始的足球培训! 各级教练员必须具备贯
彻#执行相应年龄组培训大纲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