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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奥运代表团 !"日
上午在伦敦奥运村里举行了升旗仪式!标
志着中国军团征战伦敦奥运会的大幕正式
拉开" 代表团团长#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
鹏率队参加了升旗仪式!并与奥运村副村
长特萨$乔维尔交换了礼物"

上午 #点 $%分!伴随着英国国家青年
剧院舞蹈演员们轻快而华丽的舞步! 中国
代表团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官员们身着正
装步入升旗广场"

同以往庄严的升旗仪式不同! 年青的
演员们以一场轻舞台剧的形式向观众们展
示了浓烈的英国文化" 奥运村副村长乔维

尔在致辞中说%&我们希望能够为每一名入
住奥运村的人提供舒适的服务! 希望你们
能够享受在这里的生活" 我们会全力提供
最好的服务" 我们都知道体育的力量!它
能够把我们从世界各地汇集到这里!参加
伦敦奥运会的 !%&个代表团有着不同的文
化背景!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来到这
里都为了一个目的%增进友谊与和平" '

伴随着国歌声! 五星红旗在奥运村上
空冉冉升起"中国代表团篮球#射击#举重#

曲棍球# 柔道等数支队伍共 '!%余人目睹
了这一光荣的时刻"

在升旗仪式结束之后! 年青的舞蹈演
员们又再次跳起劲舞!将升旗广场变成了

欢乐的海洋"不少运动员也按捺不住!加入
了舞蹈的行列" 中国女篮老将苗立杰说%

&升旗仪式很有英国特色!我的队友魏伟还
和演员们一起跳舞" 这是我最后一届奥运
会!却是我第一次参加升旗仪式" '

中国奥运代表团副团长段世杰也对新
颖轻松的升旗仪式称赞不已! 他说%&升旗
仪式很有英国特点! 这也是奥运会要在世
界各地轮流举办的魅力所在" 英国有他自
身浓烈的戏剧文化特色! 这在升旗仪式上
得到了展示!我们都很感兴趣" '

!"日与中国代表团一同举行升旗仪
式的还有朝鲜#肯尼亚#萨摩亚和苏里南代
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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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今天从省足协获悉!!%(!年海南省校园足球
夏令营定于 )月 *+日在海南省高级体育运动
技术学校体育场开营!这也意味着 !%(!年海南
省校园足球活动月活动将全面展开"

据了解!!%(!年海南省校园足球活动月活
动前期工作目前已准备就绪"具体内容包括%足
球夏令营#校园中学生足球调赛#校园足球教练
员培训班#校园足球裁判员培训班"本次足球夏
令营活动招收 (%,'!岁男孩 &+人!网上自主报
名!免学费!食宿行自理"报名工作近日结束!&+

个名额已经报满"

此次活动一推出! 就得到了许多人士和学
生家长的支持"许多给孩子报名的家长反应!让
孩子参加足球运动的益处多多! 通过足球运动
能锻炼身体!提高个人意志品质"业内专业人士
称!开展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意义!绝不仅仅
在于扩大足球人口#培养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

更在于促进广大青少年全面发展"

本次活动由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省文化广
电出版体育厅主办!海南省高级体育运动技术学
校#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海南省足球协会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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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国营岭门农场黑山羊养殖新建项目，已于

2012年7月24日完成开、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

公示如下：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省农垦建工集团总公

司；第二中标候选人：福建省同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

三中标候选人：江西锦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示期为

三个工作日（2012年7月26日至7月 30日），如有

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我司联系，电话：68556335.

(345

海南省海文高速公路改建工程勘察设计招标于2012年

07月 20日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进行了公开招

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

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

第1中标候选人：江苏省交通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第2中标候选人：广东省冶金建筑设计研究院；

公示期：2012年7月26日至2012年8月1日，如有异

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海南省纪委监察厅第五派驻纪检组提出书

面投诉，投诉电话：0898-6523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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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东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万隆建设工程咨询

集团有限公司。�������(东方市琼西路改造工程（三角公园

至二环路段）土建工程，项目位于东方市琼西路，工期：180日历天。

����(道路工程、排水工程、绿化工程及电力电信通道工程的施

工、安装等。����(同时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地基

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园林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2009

年以来完成过单项合同造价叁仟万元（含）以上的市政道路工程，拟

派项目经理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资格。投标人必须

在海南省政务中心企业信息管理系统中注册并备案通过，省外企业所

持《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必须对以上资质进行

备案且在公告发布之日前具有本项目所需的资质。������(有

意投标者请于2012年7月27日至2012年8月2日在http：//218.

77.183.48/htms购买招标文件。a�E(卢先生13034927970注：本

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日报》、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网

及东方市人民政府网上发布。

6347

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受海南省国营红林农场委托，就红

林农场新建办公楼装修及基础配套工程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项

目概况：建筑面积605平方米，工期：120日历天。有意者可于

2012年7月26日至 2012年8月1日由项目经理本人携带介

绍信和身份证、注册建造师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

码证、税务登记证、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资质证书；外省企业还

需提交《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以上资料

核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并胶状成册）到海南省国营红林农场

报名。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企业资质要求：具备房屋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以上资质（含叁级），项目经理要求二

级注册建造师资质（含）以上。联系人：余先生1897648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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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北京时间 )月 !"日!据易建
联本人证实! 他将担任中国奥运代表团在
开幕式上的旗手" 易建联也因此成为了中
国男篮历史上的第六位奥运旗手"

早在 )月 '+日中国代表团成立的时
候国家体育总局奥运备战办就拟定了一
个开幕式旗手推荐名单并上报! 刘翔#林
丹#易建联等均榜上有名" 经过多方权衡!

最终选择了易建联担任中国代表团的奥
运旗手"

!&日!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段世杰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时候! 就称伦敦奥运
会中国代表团旗手人选仍将延续传统!并
已经确定为男篮运动员"

而据接近中国男篮的人士透露! 易建
联之所以能在旗手人选的选择中一直处于
有利的位置! 除了男篮常任旗手的传统之
外!其更主要原因来自于内部的力挺%一是

其国际影响力是其他运动员无法比拟的!

另外就是他现在正在上升期!更被看好"在
!&日的采访中! 段世杰否认了同样具有不
俗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女网一姐李娜出任旗
手的可能"

国际奥委会规定!各参赛代表团必须在
) 月 !- 日下午 * 时前将最终旗手人选提
交"中国男篮首场比赛是在 )月 !#日!对手
为西班牙" 由于与开幕式间隔了一天!这也
让易建联不至于在参加完开幕式之后第二
天就上场参赛" 选择了易建联!也延续了自
'#.&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 每届奥运会中
国代表团旗手都由男篮队员担任的传统"

从 (#.&年开始!中国男篮就担负了旗
手这一光荣使命" (#.&年是中锋王立彬#

(#.. 年是中锋宋涛#(##/ 年是宋力刚#

(##- 年和 !%%% 年是刘玉栋 #!%%& 年和
!%%.年是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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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奥运会将于北京时间 )月 !.日
在英国伦敦拉开序幕! 海南观众可通过
高清机顶盒如亲临现场般观看比赛!感
受奥运激情"

作为 &伦敦奥运会中国内地独家转
播机构'! 央视除了投入常规的 0012,

(#0012,"#0012,)等频道进行标清奥
运转播外! 还采用高清频道进行高清奥
运转播! 而令人更兴奋的是央视还正式
购买了伦敦奥运 $3转播权! 首次动用
&$3试验频道'转播 $3奥运赛事!届时
将提供包括开闭幕式#田径#游泳#体操
等比赛项目的 $3转播! 这些都可以通
过有线高清机顶盒实现"

中国有线海南分公司(以下简称&海
南有线')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观看高
清奥运需要具备三大条件% 高清电视
机4高清机顶盒4高清频道* 观看 $3奥
运需要具备四大条件%$3电视机4高清
机顶盒4$3频道4$3眼镜" 届时家里已
有高清或 $3 电视机的有线电视用户!

购买海南有线 )月 (日新推出的 &高清
视界'产品即可收看到视觉震撼的高清#

$3奥运"

()-VWXYZ[\]

中国举重队在伦敦奥运会上恐怕很难
再现四年前北京奥运会狂夺八枚金牌的辉
煌"由于自身实力及对手等因素!中国举重
队金牌数量缩水几成定局! 悬念是缩水的
幅度" 而中国男举有望一改&阴盛阳衰'的
传统!成为&中国力量'的主要力量"

中国举重队在北京奥运会赛场上展现
了&势不可当'的风采!十人出战收获八金!

其中女举四个级别包揽四金" 四年后形势
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奥运冠军陆永外!其
余九位亮相伦敦赛场的大力士全是奥运
&新兵'! 其中几位连国际比赛的经验都很
少" 中国举重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四年中! 中国举重队经历了新老接
替!男队过渡得比较好!女队则经历了&大

换血'!两届奥运冠军刘春红伤别!目前各
级别几乎都是小将唱主角"

男子小级别依旧是中国队金牌必保的
项目!"-公斤级吴景彪#-/公斤级张杰和
-#公斤级林清峰都是二十出头!前两位都
是去年世锦赛的冠军! 林清峰则是在国内
奥运选拔赛中脱颖而出的" 从三人的大赛
成绩来看!具备夺金的实力!关键还是要看
临场发挥的稳定性"若从夺金的难度来看!

"-和 -#公斤级在明面上的对手威胁不是
很大!但张杰面临朝鲜悍将金恩国的挑战!

冲劲很猛的金恩国是中国男队能否完成三
金任务的最大&拦路虎'"

金牌保三争四是中国男举此次伦敦
之行的任务! 第四块金牌可能出自 ))公

斤级或 ."公斤级" 此番中国队在 ))公斤
级历史上首次派出&双保险'陆浩杰和吕
小军! 奥运冠军陆永则承担起卫冕 ."公
斤级的重任"然而!这两个级别形势混乱!

))公斤级主要对手有韩国的奥运冠军史
载赫和亚美尼亚猛将马蒂诺斯扬!欧洲力
士则对 ."公斤级金牌觊觎已久!伊朗#法
国以及波兰对手实力不俗"如果在这两个
级别拿下一金!中国男队可以说超额完成
任务"

战绩辉煌的中国女举在伦敦面临前
所未有的挑战" "$ 公斤级本不是中国的
传统优势级别!此次又派出几乎没有国际
大赛经验的周俊参赛!其&黑马'成色有待
考验"四届世锦赛王明娟首次出现在奥运

名单中让人眼前一亮! 这位成名于 /%%/

年世锦赛#两次错过奥运会的湖南妹子能
坚持到 /%(/年已经堪称奇迹! 能否在伦
敦捍卫中国在 &.公斤级的霸主地位就看
她的状态了" )"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去年
世锦赛新科冠军周璐璐将再次和俄罗斯
名将卡什丽娜和韩国奥运冠军张美兰硬
拼!三人都有机会夺取&世界上最强壮的
女人'这一称号" ".公斤级欧亚对手实力
不可小觑!去年世锦赛亚军的李雪英能否
接过两届奥运会冠军陈艳青的大旗+还是
个疑问"

从对手实力来看! 包揽四金对于女队
来说几乎不可能完成! 拿下两金可以说基
本完成任务" 女队两金再加上男队必保的
三金! 中国队在伦敦奥运会应该可以拿下
"金!至少与悉尼和雅典奥运会的金牌数持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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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参加伦敦奥运会的中
国体育代表团团部暨部分运动队于伦敦
当地时间 /&日下午抵达伦敦" 国家体育
总局副局长#代表团副团长段世杰在机场
表示!希望能够从更多的方面来展示中国
体育的国际形象!而不仅仅是依靠金牌的
多少"

代表团团部和中国举重队及柔道队
的部分队员一行 "%余人经过 (( 个小时
的飞行顺利到达伦敦希斯罗国际机场"和
代表团同机前来的还有作为电视台解说
嘉宾的姚明#郎平#李小鹏等众多名将!当
他们出现在机场的到达大厅之后!引起了
机场里一阵小小的骚动"

段世杰在机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表示!随着改革开放!国人对体育的理解更

加包容!而运动员思想也更加开放"中国体
育的国际形象!不仅仅只是取决于金牌!更
是整个文化氛围" 在竞争之外的友谊交流
使得中国运动员的形象更加丰满"

段世杰说%&我们希望运动员能够好
好休息"过去我们总是一味的激励#动员!

光有激昂的情绪不行!还要讲究方法" '

代表团另外一位副团长肖天表示!各
运动队自行前往伦敦方式灵活!能充分考
虑到不同项目的特殊性"加上很多队伍选
择了外省市训练基地甚至国外的训练营
进行最后的奥运备战!从北京出发的队伍
并不多"因此这次中国代表团没有统一乘
坐包机来到伦敦"

不过肖天透露!代表团正在考虑在奥
运会结束之后包机回国!让运动员们能够
一起回到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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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英超&枪手'阿森纳在京召开新
闻发布会" 据悉!他们将在 /)日晚与英超劲旅
曼城在北京鸟巢体育场上演首届圣殿杯英超足
球挑战赛"

据了解!本次比赛是阿森纳 /%(/年亚洲之
行的第二站! 来京参加此次比赛的阿森纳球员
有维尔马伦#阿尔特塔#沃尔科特等*/&日晚他
们与马来西亚明星联队在吉隆坡进行了亚洲之
行的首场比赛!最终 /%(逆转取胜"

这是阿森纳连续第二年来到中国举行季前
巡回赛!去年 )月!阿森纳的对手是杭州绿城"

阿森纳首席执行官伊万$加齐迪斯在发布会
一开始就表达了对因 /(日暴雨而受灾民众的慰
问" 他说%&阿森纳全体成员都对在此次暴雨中受
灾的家庭深表同情!我们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 '

&本次亚洲之行阵容强大!有许多国脚!也
有一些年轻球员! 他们有望在新赛季有不俗的
表现!' 阿森纳主教练阿尔塞纳$温格说!&我们
把最好的球员带到中国! 希望有更多中国球迷
喜欢我们踢球的方式! 我们将用激情和表现欲
望来打好这场比赛" '

hijklm

K¾¿ÀÁÂÃÄ

rKLMÅ,

!

!

%/

"t 西甲豪门巴
塞罗那&二队'/&日迎来了今夏的首场热身赛!

以 /%(击败德甲汉堡队! 新帅比拉诺瓦赢得了
执教&处子秀'的开门红"

本场比赛是为纪念汉堡俱乐部成立 (/"周
年而举行的!但梅西和欧锦赛冠军队员!以及队
长普约尔和前锋比利亚等多数巴萨主力均未随
队出征!比拉诺瓦派上了一批年轻球员出战"

比赛刚开始! 后防大将阿尔维斯的进球帮
助巴萨取得领先" 第 /%分钟!阿尔斯兰的进球
为主队扳平了比分"随后巴萨掌控了场上局面!

并在上半场结束前再度领先* 阿费莱的射门被
对方门将挡出后!(.岁的德乌罗费乌补射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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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0st 意甲豪
门 50米兰队官方 /&日宣布!功勋级元老因扎
吉将出任米兰青年队教练"

现年 $.岁的因扎吉在上赛季之后结束了
在 50米兰的生涯"据悉!因扎吉与球队签下了
一份 /%(&年 -月到期的执教合同"

因扎吉 /%%(年从尤文图斯转会至 50米兰
后!总共为&红黑军团'出场 $%%次!打入 (/-球!

为 50米兰赢得了两次意甲联赛冠军和两次欧
洲冠军联赛冠军" 他还作为意大利国家队成员!

帮助球队赢得了 /%%-年德国世界杯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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