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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卫生局的文昌市卫生系统保障性住房园林景观工程，已于
2012年2月24日完成了开标、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C
0DEFGH!IJKLMNOPQRS(T"CUDEFGH!IJV

WNXPQYZ(T"C[DEFGH!IJKC\NOPQRS(T#

本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2年2月27日～2012年2月29日），如
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文昌市监察局投诉，电话：0898-63330481。

文昌市卫生局的文昌市卫生系统保障性住房智能安防系统工程，已
于2012年2月24日完成了开标、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
下：C0DEFGH!=W]^_`abRS(T"CUDEcGH!=

Wde_fRS(T"C[DEFGH!=Wgh_fRS(T#本公示
期为 3个工作日（2012年2月27日～2012年2月29日），如有异议
请在公示期内向文昌市监察局投诉，电话：0898-6333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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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南部生态绿带控制性详细规划》已编制完成，为广
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
示，请有关单位和广大市民积极参与。

&

$(ijk!30天（2012年2月27日至3月27日）。
!

$(ilm!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
'

$ (inopqrs !（1） 电子邮件请发送至 hkb-
sb@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
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3056房海口市规划编制审查办公
室，邮编：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
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

$tuvw!68705325，联系人：邢一问。
Ux0U+U,Uyz-

#

${EH!海南省文昌市华侨中学
!

${E|}~�!海南正荣项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PQ��!海南省文昌市华侨中学教师周转房工程
(

$PQ��!建设地点位于文昌市华侨中学校园内，新建一幢六层教师
周转房，框架结构，总建筑面积1625.28m2。工程预算价为3305719.66元。

)

${E��!建筑、安装工程
*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或以上，项目经理为建筑工
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二级或以上。报名时请拟派的项目经理本人携带单位授
权委托书、法人代表身份证、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建造师
注册证、身份证及其本人安全生产考核证，若省外企业须提供《省外建筑业
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核原件及收盖公章复印件）

$

$��jk�lm!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办公大楼西侧楼二楼招
投标办公室2012年2月27日至3月2日17时；云工：13876633088

="<>

&!

{E��：本招标项目医用和乘客电梯设备采购安装工程已
批准建设。招标人为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
对该项目进行第二次公开招标。!!�����{E��：项目地点为
海南省三亚市，小机房电梯9台，包括：17层17站17门医用电梯6
台，17层17站17门乘客电梯2台，2层2站2门乘客电梯1台。计
划总工期为150日历天。招标范围：电梯设备供货、安装、调试工程
及有关服务等。'!

��H����：投标人须为电梯生产商或其授
权的代理商：（1）生产商注册资金不少于1亿元人民币。代理商注
册资金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安装、维保必须直接由厂家或厂家
在海南的分公司服务。（2）所投电梯品牌的永磁同步电梯必须在海
南省使用达200台以上。（3）所投电梯产品的生产商必须具有特种
设备制造B级许可证及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B级许可证，并在海
南设有分公司。（4）投标电梯必须为同一品牌。(${E�����：
请申请人于2012年2月27日至3月02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
日9时至17：00时，由受托人携带介绍信、身份证、营业执照；特种
设备制造及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代理商须提供生产商唯一授权书，
以上资料核原件收加盖公章的复印；在海口市龙昆北路2号龙珠大
厦17F房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
退。本公告同时在海南日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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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EH!昌江黎族自治县公安局。U${E|}¦§!河南宏业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昌江县公安局“二所一队”新增工程项目。
¨$����!新增加配电房、大门值班室、室外给排水等附属工程，建筑
面积330.17m2；工程建安造价4702917.15元；计划工期60日历天；招标
范围为土建、水电安装及附属工程。\$©EH����!具备房屋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项目经理具有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
业资格，具有类似工程施工业绩，不接受联合体投标。ª${E����

�!请项目经理及技术负责人于2012年2月27日至3月2日17时，持
单位介绍信及身份证、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注册建造师
证、技术负责人职称证、法人身份证、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2008年以来
完成的单项合同500万元（含）以上类似工程施工业绩证明（合同协议
书、竣工验收证书及标注项目名称的完税发票记账联），省外企业还须由
分公司负责人持本人身份证、省外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审核原件
提交加盖公章复印件）到海口市玉沙路玉沙国际1702室报名及购买招
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z$¡¢H!张小姐68571560

@A="<>

0${E~�!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人民政府。U$PQ�

�!琼中县营根镇保障性住房土方工程。挖土方25.43万立方米，填
方13.07万立方米，造价4444751.30元，资金来源单位自筹。工期
为90日历天。现对本项目进行公开招标。[$PQlm!琼中县营根
镇。¨${E��!土、填方工程。\$«¬���!具有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注册建造师需具备二级及以上资
质。ª$��jk$lm!于2012年2月27日至2012年3月2日
每日上午08：30至12：00时，下午14：30至17：00时（节假日除
外）到海口市金宇东路29号海口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办公
楼5楼报名。z$���®!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建造师注
册证、介绍信、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省外企业须持《省外建筑业企
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以上资料（验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
件）。¯$|}¦§!海口佳信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H!李先生 联系电话：66762050

BC=?<>

0${E~�!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人民政府。U$PQ�

�!项目1琼中县营根镇保障性住房工程。共8栋，造价9411.20万
元。资金来源为单位自筹。项目2营根镇人民政府业务用房工程。1栋
四层框架结构，面积1500m2，造价约330万元，资金来源为政府投资。
现对以上项目进行公开招标。[$PQlm!琼中县营根镇。¨${E�

�!施工及保修阶段全过程监理。\$«¬���!具有房屋建筑工程
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总监要求注册监理工程师。ª$��jk$lm!

于2012年2月27日至2012年3月 2日每日上午 08：30至 12：00
时，下午14：30至17：00时（节假日除外）到海口市金宇东路29号海
口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办公楼5楼报名。z$���®!营业执
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介绍信、省外企业须持《省
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以上资料（验原件收加盖公章
复印件）。¯$|}¦§!海口佳信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H!李先生 联系电话：66762050

!?<$

琼海市博鳌特别规划区沙美内海防洪（潮）

堤工程监理标于2012年2月24日进行了公开

开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

规要求完成评标工作，经评标专家委员会推荐，中

标人为海南拓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如有异议可

在公示期（2012年2月27日～ 2月 29日）内
向琼海市监察局投诉。电话0898-62921093

!?<$

����!青田安置区一期项目（勘察）

{ E H!三亚市海棠湾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E|}¦§!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DEH!海南地质综合勘察设计院

如有异议者，请于 2012年 2月 27日至

2012年2月29日前向三亚市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提出，联系电话：0898-8826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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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市发展和改革局招标的五指山市水满乡至漂流点旅游公
路改扩建项目，已于2012年2月24日完成了公开开标，并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完成评标工作。根据评标委员
会推荐，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第一中标候选人：广西桂川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广西五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三
中标候选人：广西华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示期为 3个工作日
（2012年02月27日至02月29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五
指山市监察局投诉，投诉电话：0898－86623033。
万宁市海防委员会办公室招标的2011年万宁市港北港海防执勤

码头工程施工标已于2012年02月23日完成了开标、评标工作，现
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第一中标候选人：中基建设有限公司；第二
中标候选人：福建路港（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江苏淮阴
水利建设有限公司。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2年02月27日至02
月29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万宁市边防支队政治处投诉，电
话：0898-62180202转6411

=?<>

0${E~�!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U${

E|}!海南亚联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PQ��!琼中县湾岭镇
新仔土地整理项目。¨$PQ��!建设规模139.83公顷，计划增耕地
4.2公顷；工程地点：琼中县湾岭镇；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工程建安费：
509.11万元。工期360日历天。\${E��!土地整理、农田水利、道
路等配套设施。ª$����!投标人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

级及以上资质；项目经理具备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质。由项目经理
及安全员本人携单位本人身份证及法人委托书、法人代表身份证、营业
执照正副本，资质证书正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正副本，建造师注册证
书证、琼中县检察院对投标人出具行贿犯罪记录证明（外省企业另需
提供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出具的外出介绍信及诚信证明）前往报名（以
上资料核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z$��jk±lm!请于2012年
2月 27日至3月 2日17时止，在海口市金龙路22号深发展大厦
1818房报名。¡¢H±vw!刘工，1315899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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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俊晖：在海口更放松
斯诺克海口世界公开赛明天开杆!

丁俊晖无疑是本次比赛最受关注的选手"

而他在上一站威尔士赛勇夺冠军后"中国
球迷们对他在海口夺冠的期望值更高了!

#对这次比赛的成绩" 我不会想太
多!我要做的是"把心情放轻松一点"集
中注意力打好每一个球$每一场比赛"就
当做练习来打!%今天下午"在海口星海
湾豪生大酒店的媒体见面会上" 丁俊晖
轻声地说!

丁俊晖说"他来海口不少次了"除了
参加比赛外" 还曾来过海南旅游!&海南
是一个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在这样的地
方打比赛"更应该放松心情'我希望各位
选手都和我一样" 以一种放松的心情对
待比赛"都打得开心一些!%

放松打比赛"可不意味着丁俊晖对此
次比赛抱一种随便应付的态度!小丁说"海
口的气候和英国不一样" 走球会有不小的
差别!&来到海口后"我就抓紧时间练球"尽
快适应气候和球台!我的首场比赛在后天"

这两天"我会抓紧练球!%此外"丁俊晖刚从
英国回来"他说"时差还要继续调整!

在上一站威尔士公开赛中"小丁是在
决赛中击败塞尔比后夺冠的!目前世界排
名第一的塞尔比此次也来到海口"两人能
否在此次比赛中再度对决"也成为一个话
题!&其实我们两人有过很多次交手"互有
胜负!这次比赛如果能再度相遇"谁胜谁
负都是正常的"主要看当时的竞技状态!%

丁俊晖曾给球风比较谨慎的塞尔比
取一个&磨王%的绰号"有人好事地让塞

尔比给丁俊晖取个外号" 塞尔比一时找
不到合适的词" 倒是满口赞美的话语"

&丁俊晖是一名伟大的球手"他取得了骄
人的成就! 他对斯诺克在中国的推动作
用"已不用我多说了!而在比赛场上"他
是一名斗士"要想赢他"可不容易"特别
这次是在他的主场!%

威尔士站夺冠后" 爆出了丁俊晖在
英国买房$公开有女友等新闻!此次来到
海口" 小丁的个人感情问题自然备受关
注" 甚至有人八卦地问(&什么时候喝喜
酒)%丁俊晖显然不愿意人们过多地关注
他的私生活" 干脆回答(&大家还是把重
点放到比赛中去吧*%

本报记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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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少年%特鲁姆普无疑是目前
风头最劲的斯诺克球手* 在今天的海
口世界公开赛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世
界第一塞尔比-名将希金斯$罗伯逊$

威廉姆斯等众多国外名将都要&屈尊%

坐上普通席" 唯有特鲁姆普被安排与
中国球手丁俊晖一起坐上了主席台*

特鲁姆普在中国球迷中的影响力"由
此可见一斑*

特鲁姆普以其独树一帜的疯狂进攻
的打法和令人惊叹的准度" 近年来在斯

诺克球坛刮起了一股&特氏旋风%"球迷
们都十分欣赏他干脆利落的风格" 而他
的成绩也不负球迷们的厚望*

特鲁姆普是第一次到海南*&去年的
海南精英邀请赛" 众多世界名将都前来
参赛"也许当时我的名气不够吧"我没能
前来参赛* 听他们说" 海南是个休闲胜
地"让我颇为心动*此次我终于如愿以偿
来到海南参赛"不过"因为要准备比赛"

我来到海口后基本上都呆在酒店* 比赛
结束后"我会在海南逛一逛"享受一下海

南国际旅游岛的氛围*%

在海口赛最新的夺冠赔率上" 特鲁
姆普高居第一*对此"特鲁姆普并不太在
意"&此次比赛几乎汇集了所有世界顶尖
选手"我不敢保证一定能夺冠*但我能确
定的是"我会坚持我一贯的进攻风格*%

特鲁姆普在去年的中国公开赛上夺
得职业生涯首个冠军"自此一发不可收
拾"成绩稳步提升"名气越来越大*&在
中国举办的斯诺克世界顶级比赛越来
越多"中国已成世界斯诺克运动发展新
的热点地区*% 特鲁姆普说"&中国是我
的福地" 我也知道在中国有众多球迷*

希望这次在海口"我的表现不会让球迷
们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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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爵士新秀杰里米.埃文斯 !"日晚
获得#$%全明星赛扣篮冠军"他在 &''万投票
球迷中的支持率为 !(!"获胜优势并不明显*

参加扣篮大赛的 )位选手分别是火箭前
锋巴丁格-爵士新秀埃文斯-森林狼的榜眼新
秀德里克.威廉姆斯和步行者新秀保罗.乔治*

埃文斯第一扣十分简洁"抛球击地后空
中接球双手反扣" 属于比较常规的动作*埃
文斯第二扣同队友海沃德配合"海沃德坐在
篮下的一个高椅上"同时向空中抛出两个篮
球*埃文斯腾空后顺利接住两个篮球"并飞
跃椅子上的海沃德" 将两球先后扣进篮筐*

埃文斯这一扣挣分不少"具有去年奇才队麦
吉的风格"又融入了自己的新元素*埃文斯
第三扣穿上爵士退役球星马龙的球衣"飞跃
邮差打扮的黑人喜剧演员凯文.哈特"&邮
差%正是马龙在 #$%时的绰号*埃文斯飞腾
过程中左手故意摆出摸着后脑的悠然造型"

右手单手扣篮"没有任何借力动作*

埃文斯的三扣都是一次成功"他赛后将
自己的表现定义为 &为爵士而战%*&只有我
现在为爵士出战 +全明星," 我感觉责任重
大*我喜欢卡尔.马龙和斯托克顿"他们是爵
士最好的球员*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在比赛中
体现他们的成就"%埃文斯赛后十分兴奋"但
拒绝了&埃来疯%的称呼+他同林书豪的英文
名字都是杰里米,*

马刺的明星后卫帕克 !" 日晚夺得了
#$%全明星技巧赛的冠军"继续展示其联盟
顶级后卫风范*森林狼队的大前锋勒夫赢得
三分投篮大战"成为继诺维茨基之后又一个
擅长三分远投的优秀白人大前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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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年全国山地自行车
冠军赛第一站比赛在屯昌木色湖风景名胜

区落下帷幕*经过激烈角逐"辽宁队的刘馨
阳和山西队的白月分别将男女个人计时赛
冠军收入囊中*

与昨天的越野赛相比"个人计时赛更有
看头"参赛选手只需骑一圈+"公里,即可*今
天天公不作美"下起毛毛细雨"对参赛选手
多少有些影响*

上午 (时 &+分"裁判长鸣枪"比赛正式
开始"每一分钟发一车*个人计时赛与越野
赛不同"竞争比较激烈"每名选手只有一次
机会*记者在现场发现"受阴雨影响"好几位
选手在过弯道时摔倒在地"但是选手们的比
赛热情没有一丝减退* 经过激烈的角逐"辽
宁队的刘馨阳以 ,,分 !,秒获得冠军"亚军
是浙江队的蔡居宝" 季军是云南队的童卫
松*在女子个人计时赛中"昨天刚获得女子
越野赛亚军的山西队选手白月获得冠军*亚
军是云南队史庆兰"季军是山东队刘晓英*

共有北京-山西-浙江等 ,!支自行车代
表队参加全国自行车冠军赛第一站比赛"专
业组参赛人数 -.人" 业余组参赛人数 ,!+

人*&月 &日"全国山地自行车冠军赛第二站
将继续在屯昌举行*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
管理中心-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和屯
昌县人民政府主办"屯昌县文体局和海南省
自行车运动协会共同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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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乒乓球男队在 !/日的第 !+届亚
洲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以 &(+横扫
日本队"实现亚锦赛男团七连冠*

张继科首个出场迎战丹羽孝希*在 ((,,

丢掉首局后"张继科以 ,,((-,,(.和 ,,(-连
扳三局"总比分 &(,取胜"为中国队赢得开门
红*

马琳在第二场对阵水谷隼" 他先声夺人
以 ,,((拿下首局*双方在第二局打得比较胶
着"马琳直到 ,!(,!平之后才抓住机会"连得
两分将局分扩大到 !(+* 水谷隼在第三局一
上来就连得 /分* 比分落后的马琳上手更加
坚决"最终 ,!(,+获胜"帮助中国取得 !(+的
总比分领先*

最后一个上场的马龙对阵松平健太*两
人一上来就打得很激烈" 马龙最终以 ,"(,&

险胜首局*此后两局"马龙再未给松平健太任
何机会"以 ,,()和 ,,("连胜两局"为中国队
锁定全场比赛的胜利*

中国男队主教练刘国梁在赛后表示(&这
场比赛双方都发挥了高水平* 比赛我们如愿
拿到了冠军"通过这个比赛"尤其是今天的决
赛我们也达到了锻炼的目的" 运动员找到了
比赛的感觉"增强了信心*希望能够通过亚锦
赛达到为世乒赛热身的目的*%

本场胜利也铸就了中国男团在亚锦赛上
的七连冠"也是中国队在 !+届亚锦赛中拿下
的第 ,-个男团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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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北京金隅
队在 !/ 日进行的 !+,, "!+,! 男篮联赛
+0$%,季后赛第一轮第三场比赛中以 ,+"1(,

击败浙江广厦队"以 &(+的总比分晋级四强"

这也是北京队在 !++""!++/赛季之后首次进
入 0$%半决赛*

马布里和莫里斯两名外援依然成为了
球队获胜的中坚力量" 莫里斯得到了全场最
高的 &,分和 ,,个篮板" 马布里贡献 !)分"

并送出了 )次助攻* 北京队年轻前锋翟晓川
同样表现出色" 拿到了 ,/分和 ,+个篮板的
两双*

在一场悬念不大的比赛中" 卫冕冠军广
东东莞银行队以 ,&.1,+/大胜缺兵少将的福
建 2$2队"同样以 &1+的总比分晋级四强*

广东队此役多点开花" 五名球员得分达
到两位数"后卫布鲁克斯得到全场最高的 &*

分"并贡献 .个篮板和 .次助攻"另一名外援
辛格尔顿拿到 !*分和 *)个篮板的两双*朱
芳雨和王仕鹏分别得到 !"分和 */分*

当日进行的另外两场较量非常激烈"新
疆广汇队凭借新外援迪奥古 )! 分-*! 个篮
板的恐怖数据以 *!*1**"击败了东莞马可波
罗队"总比分实现 !1*的反超"获得晋级四强
的赛点* 已无退路的上海东方队则以 *+*1((

攻陷了山西中宇队的&魔鬼主场%"将总比分
扳为 *1!"留住了一线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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