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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13976322100
文昌 13307616119 琼海 18976113800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琼中 13907518031

东部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三亚 13976599920
乐东 13807540298
陵水 13976578108

西部 区域 13876071190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3876620309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三亚：13976599920
国贸站 68553522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白龙站 65379383
琼山站 65881361

新华站 66110882
白坡站 65395503

秀英站 68621176
海甸站 66267972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贷款 三百万起
贷 地域不限 企业 个人均可、手
续简单、放款快。代打全国各类
保证金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成都锦江区新光华街7号

关于海文高速公路交通管制的

通告
由于海文高速公路因超强台风“威

马逊”受损恢复工程施工的需要，

为确保施工安全，决定从 2015

年 3月 1日至 4月 30日对海文

高速公路(K0+000~K51+239)局

部路段进行封闭单幅行车道施工

的交通管制。局时途经施工路段

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

志或按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示

▲海南幸福传媒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壹张，发票
代码：4600142620，发票号码：
00401640，特此声明。
▲海南幸福传媒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贰张，发票
代码：4600142620，发票号码：
00384250、00401643，声明作废。
▲陈薇遗失购房发票（发票联）两
张，代码：246000490124、号码：
00046071，代码：246000990124、
发票号：00022544，声明作废。
▲何星雨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200198007310806，特 此
声明。
▲陈炼遗失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
从 业 资 格 证 ，证 号 为 ：
4601000020112076193，全国流
水号为：460000185490，特此声
明。

银达贷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66775888 13907566137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首家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历经 20 年诚信创业，已
在海口三亚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设
有 20 家分公司，现为开发商办理
土地、房产项目大额贷款。并办理
个人房产汽车证券黄金等小额贷
款。海口：国贸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
电话：88558868 13518885998

减速行驶。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

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通知
海南如凯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与定安富文南门养猪专业
合作社蔡修川在2014年8月23日
签订了合法的＂土地承包租赁合
同＂及＂补充协议＂，根据合同的

第五条你公司已经违约，合同已经

自行解除。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后果由你公司自己负责与我方无

关。

定安富文南门养猪专业合作社

2015年3月1日

更正声明
我局与海口市烟草专卖局于2015

年2月17日刊登于海南日报的公

告，内容日期由2014年1月9日改

为2015年 1月 9日，其他内容不
变。特此声明！

海南省港务公安局
海口市烟草专卖局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注销房屋国有土地使用权

分割转让证明书的通告
海口世纪华庭置业有限公司位于
海口市金贸西路5号，土地分摊面
积8.67平方米，编号为200602139
的《房屋国有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

证明书》已挂失，现通告注销。凡

对此有异议的，请于本通告发布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我局行政审批办

提出书面意见和证据材料。逾期，

我局视该土地权益无异议，将按有

关法津规定给予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通告。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2月10日

联系人：韩帅，电话68522073，地

址：海口市政府服务中心国土局行

政审批办

▲胡朝阳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220104198905026319 ，特此
声明。
▲澄迈金江一见钟情服装店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一本，注册号：
469027600080746，声明作废。
▲海南佳佳惠中惠贸易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壹份，注册
号为：460100000675694，现声明
作废。
▲定安定城远达农业机械专业合
作社遗失由中国人民银行定安县
支行核发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2720901，声明作废。
▲魏晓婷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460102199701161822，特 此 声
明。
▲戴旺兴遗失毕业证，证件编号：
116581200905001486，特 此 声
明。
▲澄迈宏达种养专业合作社不慎
遗失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469027NA000042X，声明作废。

“双小”外援发威 外线火力全开

广东临阵换将扳回一城

■ 阿成

悬崖边上的广东队临战换外援，
组成CBA少见的后场外援“双枪”，终
于在主场扳回一场，并看到一丝翻盘
的迹象。但总比分1：2落后面临两个
赛点，下一场是北京主场，广东翻盘难
度依然很大。

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京粤大战都
可称为精彩的对决，几乎每一场比赛
都争夺激烈激情迸发。人们普遍认
为，京粤大战是CBA最值得期待的对
决，可惜这种堪称精彩对决的系列赛
也仅此一组。事实上，本赛季季后赛
首轮，排名前四的球队几乎全部横扫
排名后四的球队晋级四强，只有广东
德比打成3：1。而另一场半决赛，辽宁
也即将横扫青岛。悬念是体育比赛最
具魅力的特性之一，CBA季后赛强弱
分明缺乏悬念，实在有些乏味。竞技

上乏善可陈，而粗野行为和争议事件
大抢戏份。

常规赛排名第四的北京目前领先
常规赛冠军广东，是唯一一组“以下犯
上”的系列赛，这大概也是京粤大战让
人叫好的原因之一。但即便如此，“京
克粤”的“剧情”再度上演，也让人感到
老套。有些新鲜的“剧情”是：以往广
东队输给北京，主要是外援不给力；而
本赛季看来可能再度被“克”，则主要
因为国内球员干不过对手，朱8王7又
老了一岁，易建联独力难支。此外，广
东队本赛季舍洋帅换本土少帅，杜锋
看来还是太嫩。

NBA 的季后赛对决，常规赛排名
高的球队淘汰排名低的球队，比例也远
高过五成，但“以下犯上”的系列赛并不
少见，甚至偶而还爆发“黑八奇迹”，常
规赛冠军不能夺总冠军也是常见的事
情。NBA的剧情能演变得丰富多彩悬

念丛生，主要原因是实力接近的球队很
多，强弱不是那么分明。而NBA能组
成那么多支实力接近的球队，主要原因
是高水平球员很多，人才不断涌现、成
长，而“差队优先”的选秀制、相对开放
的球员交易市场等运行机制，让联赛能
长期维持激烈的竞争局面。

反观CBA，高水平的球员少，新人
成长的速度慢，人才流动的渠道窄，弱
队很难在短期内提升战绩，强弱分明
的格局难以打破。三外援的新规倒是
让一些后进球队战绩提升，但此举也
有弊端，比如压缩了本土球员的成长
空间。所以，CBA
要想改变“剧情”平
淡的局面，得在人
才培养、选拔，扩大
球员交易流通渠道
等方面多想办法多
下功夫。

CBA竞技“剧情”较平淡

大
侃
台

2月28日，在CBA半决赛中，辽
宁队在主场112：103击败青岛，总比
分2：0领先拿到赛点。在比赛中途，
青岛队外援中锋哈达迪晕倒离场，并
缺席了余下大半场比赛。第三场比赛
将于3月2日继续在辽宁主场举行，哈
达迪能否出战成疑，青岛队很可能被
横扫出局。

在第二节中段，在青岛队的一次
进攻中，哈达迪卡位要球，辽宁队外
援汤普森一直使劲顶着他，发力点正
好是哈达迪一直有伤的腰部。突然
哈达迪跪到地上，之后干脆躺下。此
后，哈达迪虽然一直坐在替补席上，
但始终没有再回到场地上。

哈达迪不仅是青岛队对阵辽宁的
强点，也是球队主要战术的核心，他的
突然伤退让球队陷入困境。此后青岛
队其他球员虽然努力拼搏，但难以挽

回败局。“他主要还是头晕，从季后赛
首轮打完山西之后，一直有这个毛病，
具体原因也没有查出来。”青岛队主帅
李秋平赛后有些无奈。至于下一场比
赛哈达迪能不能打，目前还无法确定，
主要看他的身体恢复情况。

就算哈达迪能出战，以他目前的
状态，恐怕也很难挽救球队。半决赛
首战，哈达迪的表现就不够理想。赛
后李秋平直言不讳，认为三名外援训
练不系统导致体能不足是失利的重要
原因。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哈达迪。
据悉，春节期间，哈达迪返回了伊朗，
而他回到青岛后也没有系统训练，身
体状态一直不是很好。再加上常规赛
客场对阵山西时腰部受伤，所以要想
彻底恢复状态非常困难。

比分落后，主将受伤，士气低迷，
青岛队大势已去。 ■ 林永成

辽宁VS青岛第三战今晚开打

主将低迷，青岛希望渺茫

CBA
半决赛

据新华社华盛顿 2 月 28 日电
28日的NBA常规赛赛场，主场作战
的热火队在韦德拿下22分的情况下
两分惜败于老鹰队，小加索尔凭借在
第四节的神勇表现率领灰熊队客场击
败森林狼队。

米尔萨普拿下22分，施罗德贡献
16分和10次助攻，帮助老鹰队93：91
扬威迈阿密。贝兹莫尔也是老鹰队取
胜的关键人物，他在终场前1分钟左
右投进的关键三分球让本队以89：80
领先，成为老鹰队的定海神针。

这是热火队连续两晚以两分的劣
势落败。韦德得到22分，但是热火队
的23次失误为老鹰队送上了31分。
本赛季热火的主场战绩仅为10胜17
败，目前排名东部第七。

同日，小加索尔贡献27分和11个
篮板，康利在终场前30秒投进大号三
分球，灰熊队101：97力挫森林狼队。

在比赛的最后4分钟里，小加一
度连得9分，成为灰熊队的关键先生，
而康利的三分球则打破了95平的僵
局，他在终场前11秒的两罚两中也很
关键。全场比赛，康利有17分进账。

尼克斯队主场103：98告捷，倒在
他们面前的是吞下五连败的猛龙队，蒂
姆·哈达威“二世”为尼克斯队献上22
分。在比赛开始之前，人们为48岁英
年早逝的前尼克斯大前锋梅森默哀。

奇才队99：95击败活塞队，结束
六连败。最近13场比赛输掉11场的
奇才队差点葬送了下半场21分的领
先优势，但最后还是涉险过关。

在其他几场比赛中，马刺队101：
74横扫太阳队；篮网队104：94战胜
小牛队；雄鹿队75：82不敌爵士队。

NBA
常规赛

本报椰林3月 1日电（记者王黎
刚）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
悉：“阿罗哈杯”2015第六届环海南岛
国际大帆船赛将于3月21日―28日在
海南省举办，目前已有50支船队确认
参赛。

作为中国航线最长的大帆船多日
拉力赛和中国帆船帆板协会重点培育
的国际性帆船赛事，今年海帆赛将历
时8天，仍以三亚为起终点城市，海口
市、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为经停城
市。竞赛分为：IRC1至 5组、和珐伊
18R 统一设计组六个组别。其中，
IRC1、2组参加三亚场地赛以及环岛
拉力赛；IRC3组、4组、5组参加三亚和
万宁场地赛以及三亚往返万宁、陵水

拉力赛；珐伊18R统一设计组参加亚
场地赛。

目前已有50支船队确认参赛，其
中17支参加环岛拉力赛，23支参加
三亚—万宁拉力赛，10支参加珐伊
18R组比赛。目前仍有个别船队在
与组委会积极沟通，希望参赛，预计
参赛船队将超过 50支。此外，本届
海帆赛将继续聘请国际帆联竞赛规
则委员会主席伯纳德·邦奴为赛事顾
问及技术总监。

同时，本次赛事已确定了经停港
口，并完成了比赛场地勘察。赛程站
点停泊港口分别是半山半岛三亚帆船
港、海口秀英港1号码头、万宁石梅湾
国际游艇会、陵水清水湾国际游艇会。

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
本月21日扬帆

三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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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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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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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与埃尔克森
续约到2019年

据新华社广州3月1日电（记者王浩明）广州恒大
淘宝俱乐部1日官方宣布与巴西外援埃尔克森正式续
约，新合同为期四年，2019年2月28日到期。

埃尔克森2012年12月加盟广州恒大队，2013年便
以24粒进球拿下中超“金靴”，2014年更是以28粒进球
打破中超单赛季个人进球纪录并卫冕中超射手王。

巴西人通过俱乐部录制的视频向球迷表示感谢：
“我非常开心可以和广州队完成续约，我在广州生活得
非常开心，在这里我找到了回家的感觉，接下来四年我
会继续陪伴在你们身边，希望在你们的支持下我们可
以赢得更多荣誉。”

本报讯 3月 1日晚，在CBA半
决赛第三回合较量中，坐镇主场的常
规赛冠军广东队绝地反击，以110：99
战胜卫冕冠军北京队，避免被横扫出
局，并将总比分扳成1：2。

临阵换将激活广东队

处在悬崖边上的广东队临阵换将，
用穆迪埃换下阿德里安，与拜纳姆组成

“双小”外援。这招果然激活了全队进
攻，开局后广东就掌控场上节奏，并不
断扩大领先优势。次节广东更是势如
破竹，而北京队得分主要依靠莫里斯和
马布里，失误也增多，以38：61落后进入
下半场。

易边再战，广东延续着上半场的
良好表现，一直领跑比赛。尽管后来
北京队进攻有所好转，但仍旧没能挽

回颓势，最终不敌广东。
此战广东队外线火力全开也是赢球

的关键，他们多名球员有三分球入账，全
场共投中11个三分球。四节的具体比
分为26：19、35：19、28：35和21：26（广
东队在前）。广东队穆迪埃得到全队最
高的24分并抢下8篮板，周鹏投中4记
三分有24分4盖帽入账，易建联贡献23
分15篮板，拜纳姆砍下13分9助攻。北
京队莫里斯得到全队最高的27分11篮
板，马布里有16分9篮板9助入账，孙悦
投中3记三分贡献15分9篮板。

两队第四回合较量将于3月3日
在北京展开。

绝境逼出广东最强防守

此战广东队另一赢球关键是防守
强度的提升。0：2落后的绝境逼出了

广东的最强的防守，全队三军用命，逼
迫北京队全场出现17次失误。

此役，广东队开局就祭出超高强
度的防守，逼迫北京队连续出现4次
失误，小外援拜纳姆一人就送出4次
抢断。北京队的每一次突破都是挂着
广东队球员的身体，每一次投篮都是
迎着广东队球员的封盖。

本场比赛，广东队临时更换了外
援，用小外援穆迪埃换下大个外援阿德
里恩。用年轻、有活力、速度快的“双
小”外援，广东队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
加强球队的防守轮转，扩大防守面积，
防下北京队进攻后争取每次机会去打
反击。这一变阵，在第二节取得奇效。
第二节，广东队利用防守，连续打出防
守反击快攻，穆迪埃和拜纳姆像两把匕
首直插北京队篮筐，将比分优势一举扩
大到20分以上。

此外，广东队本场对北京队
核心球员的防守策略非常
成功。全场比赛，马布里
虽然得到了20分，但命中
率并不理想，三分球只
有7投1中，命中率为
可怜的14%，同时还有
5次失误。莫里斯全场
比赛21次出手只命中
8 球 ，命 中 率 只 有
38%。前两场大杀四
方的李根，本场比赛
只得到13分。

全场比赛，广
东队送出11次抢
断，5次盖帽，这
两项数据也明显
高于北京队。

（小新）

广东队新换
的外援穆迪埃表
现出色。小新发

最新国象等级分公布

侯逸凡首超小波尔加
本报讯 3月1日，国际棋联例行公布每月最新等

级分，侯逸凡以2686分首次超越匈牙利传奇女将小波
尔加的2675分，正式登上国际象棋女子等级分榜首。

在1月29日，直布罗陀国际象棋公开赛第2轮结
束后侯逸凡的暗分（即时等级分）已经超越了小波尔
加，这也是1989年以来第一次有女棋手的等级分超越
小波尔加。此后侯逸凡越战越勇，在与众多男子特级
大师对抗中丝毫不落下风，10轮比赛拿下7.5分获得
赛事季军，并继续巩固提高着自己的分数。

国际棋联的等级分规则规定要等一项赛事结束后
才统计参赛者的等级分，直布罗陀公开赛并未计入2
月公布的等级分中，2月1日公布的排名中侯逸凡仍位
居小波尔加之后。实际上，女子排名榜中侯逸凡早已
一骑绝尘，小波尔加此前宣布退役，而其他人也无法威
胁到小侯的地位，所以当3月等级分出炉的时候，侯逸
凡登顶已经没有悬念。 （文玄）

迪拜网球公开赛

费德勒胜小德七次捧杯
据新华社迪拜2月28日电（记者刘瑜茜 李震）

“瑞士天王”费德勒28日直落两盘击败现世界排名第
一的塞尔维亚人德约科维奇，第七次捧起迪拜网球公
开赛男单冠军奖杯。

这是33岁的费德勒第12次征战迪拜公开赛，第
九次闯入决赛。经历过2003－2005年的三连冠，费
德勒还曾于2007、2012和2014年在此捧杯。

当日的决赛共用时1小时22分钟。首盘中，费德
勒先是两次化解破发危机，而后在第八局破发得手，以
6：3旗开得胜。

小德在第二盘中本有还以颜色的机会，他曾在费
德勒发球的第八局中以40：15领先，但未能破发。第
10局中他又浪费了两个盘点。结果，费德勒在第11
局破发，最终以7：5胜出。

此外，费德勒本场共发出12个ACE球，职业生涯
共发出ACE球9007个，从而正式成为“9000ACE球”
俱乐部的一员。在与小德的交锋中，费德勒则以20胜
17负占优。

梅西、苏亚雷斯入球

巴萨获胜紧追皇马
据新华社马德里2月28日电（报道员谢宇智）巴

塞罗那28日在客场以3：1战胜格拉纳达队，继续在积
分榜上紧追“领头羊”皇马。

开场后，巴萨面对对方的铁桶防守一度一筹莫展，
不过在第25分钟利用对手的失误打破僵局。当时，苏
亚雷斯接阿尔巴直塞突至禁区左路，传射中路却无人
接应，试图解围的格拉纳达后卫不慎将皮球停到了拉
基蒂奇脚下，后者小禁区线上近距离射空门得手。

下半时开始不久，巴萨便再下一城。苏亚雷斯在
前场与拉基蒂奇做出踢墙配合后突入禁区，面对上前
封堵的对方门将轻巧将球捅入。

巴尔特拉禁区内的犯规在第52分钟送给格拉纳
达一记点球，里科主罚命中。第69分钟，梅西将球拨
入空门，打入了自己本赛季第27记联赛进球。

世界女子围棋擂台赛

韩国先锋先下一城
据新华社姜堰3月1日电（记者王恒志）第五届黄

龙士杯世界女子擂台赛1日在姜堰溱湖度假村打响，
韩国先锋吴政娥中盘击败日本棋手奥田纹，为韩国队
取得“开门红”，中国选手李赫将在2日登台攻擂。

在前四届比赛中，中国队夺得三次冠军，韩国队则
在第三届登顶。本届比赛中日韩三队都派出了强大阵
容。中国队参赛棋手为王晨星、於之莹、李赫、宋容慧
和曹又尹。

韦德难敌群“鹰”
小加只手擒“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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