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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中标公示
工程名称：海南医学院综合教育大楼基坑支护工程施工招标

招标人：海南第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江苏苏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吴洪生

第二中标候选人：河南泰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生鹏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宏基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明竟

开标时间：2017年12月1日9：30时，此中标公示期为3个工作

日，若对上述公示有异议，可到招标人处（联系人：曾先生，电话：

13976105010）进行质疑。

招标人：海南第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海南国信建设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因G98环岛高速公路白莲至龙桥段改扩建工程建设的需要，现
对龙桥互通匝道实施交通管制。经过多方研究，龙桥互通匝道改建
施工交通管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实施，现实施第一阶段交通管制方
案如下：一、管制时间 2017年12月5日至2018年1月5日。二、管
制方式1.西往南方向（洋浦往三亚）匝道封闭施工：绕城高速西往东
前往东线高速（琼海、三亚）方向车辆，需由龙昆南互通的羊山大道出
口下高速→羊山大道→惠农路由龙桥服务区驶入东线高速。2. 西往
北方向（洋浦往市区）匝道封闭施工：前往海口市区方向车辆，需由丘
海互通或龙昆南互通下高速前往。3. 北向东方向（市区往机场）匝道
封闭施工：海口市区由S81前往机场、文昌方向车辆，需由国兴大道→
琼山大道前往，或由新大洲大道→G223海榆东线前往。如您由S81
已行驶至该封闭处，请直行2公里至龙桥服务区下高速绕行惠农路→
羊山大道→龙昆南互通上高速前往。4.施工期间高速公路主线直行
不受影响，其余匝道正常通行。届时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
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
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海南省交通工程建设局 2017年12月1日

关于G98环岛高速公路白莲至龙桥段改扩
建工程龙桥互通匝道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路政稽查三大队

《清除通知书》送达公告
海南蓝雨广告有限公司：

你公司未经海南省公路管理局批准擅自在海南G98(环岛高
速)公路K439+980左幅东北外匝道内侧公路用地内设置1座两
面高立柱广告设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五十四条
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
影响公路通行安全，限你（单位）于2017年12月12日前自行清
除，恢复原状。请上述广告设施权属单位（方）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至2017年12月12日前自行拆除，逾期未自行拆除的，按无主
广告牌处理，我大队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予以强制拆
除。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儋州市那大镇美扶村委会洋浦一道班内
联系电话：0898—23251059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路政稽查三大队
2017年12月3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711HN0193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秀英区港航路汽配中心B栋第三
层商铺进行公开招租，建筑面积为1515.02平方米，租期3年，
挂牌底价为272703元/年。公告期：2017年12月4日-2017
年12月18日。对竞租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网
（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65237542，海口市国兴
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0898-
66558010麦先生、0898-66558023徐小姐。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12月4日

荐《特区文摘》畅游海南岛
尊敬的广大读者，转眼间又到一年金秋

时节，《特区文摘》也迎来了创刊23周年华
诞。回首往昔，是您们的关怀和厚爱，让《特
区文摘》由一份默默无名的小报，茁壮成长为
今天发行覆盖全国，在文摘类报刊中具有一
定影响力的纸媒。对广大读者长期的支持我
们深表感谢！

为了答谢广大读者的关爱，让更多的新
读者了解、阅读到《特区文摘》，为此，我们开
展这次读者荐报活动，请您将手中的《特区文
摘》给您的同事、朋友、亲戚、邻里之间相互传
阅，并请大家一同订阅2018年度《特区文摘》

（邮发代号83—30）。在您自己已订阅2018
年我报的基础上，连同在此次荐报活动中您
所推荐新增加的订户的订报收据（复印件有
效）一起寄给我报，所有参加此次荐报的读
者，将有机会参与抽奖奖励。

此次活动，对于推荐新增加我报订户一
份以上者给予抽奖资格，其中，设一等奖三
名，奖金各1000元，设二等奖五名，奖金各
800元，设三等奖十名，奖金各500元。

推荐新增加我报订户三份（含三份）以
上者，还有机会参与特等奖抽奖，此次活动
设特等奖三名，奖励“五天海南豪华游（或

等值奖金）”
对于本次读者荐报活动中，荐报最多的

读者，我们将给予“双人五天海南豪华游（或
等值奖金）”的特别奖励，并邀请到本报做
客。

另外，为了进一步答谢所有的新老读
者，我们将对2018年度《特区文摘》所有订
户给予幸运抽奖奖励。凡2018年度我报订
户，请将订报收据（复印件有效）寄至我报，
我们将随机抽取50名幸运读者，免费赠阅
《特区文摘》一年。

特区文摘报社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I`m Sun Yang（晚上
好，女士们先生们，我是孙杨），Peo-
ple call me China Sun（人们叫我
中国孙/中国太阳），I’m from Chi-
na swimming team（我来自中国游
泳队）。”

12月2日晚，在海南三亚举行的
2017国际泳联年度颁奖盛典中，孙杨
获得“中国游泳运动杰出贡献奖”。随
后，他用英文发表了获奖感言，流利准
确的吐字发音，和他的古铜色肌肤一
样，都叫人眼前一亮。

虽然才过完26岁生日，但孙杨已
经为中国赢得了太多荣誉。作为中国
游泳队队长的孙杨，他在世界泳坛中
擦亮了中国游泳的名片。“他是中国游
泳第一个男子奥运冠军。”国际泳联的
颁奖词对孙杨洋溢着赞赏。

尽管是公认的体坛天才、已出道
十年的“老将”，但孙杨仍在追求更上
一层楼。“现在离2020年东京奥运会
还有两年半的时间，我会不断努力训
练，突破自己，保持高水准，继续为中
国游泳争光。”

孙杨也正在这么做。此次公开亮

相，他突然的“黑面”形象叫人哭笑不
得。但这一身黑皮肤，正是他刻苦训
练的勋章：“12月3日我就要赶去澳
洲继续冬训，主要是一些恢复性、低强
度的训练，每天训练量保持在6500米
到7000米左右，我可以利用这些宝
贵、充裕的时间去巩固细节，比如出
发、转身、下肢的腿部力量，我相信，这
些会让我在明年有让大家眼前一亮的
表现！”

孙杨透露，自己现在的主要目标
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同时他也十分
肯定地说：“之后只要身体还允许，我

会继续游下去，只要国家有需要，我就
会站出来。”

这次颁奖盛典，也促成了孙杨与
海南三亚的第一次结缘。在短短不到
三天的时间里，孙杨度过了一个难忘
的26岁生日，也感受到了三亚人民的
热情：“三亚属于热带，气候非常适合
生活、运动和休息，希望以后能有机会
到这里训练。”

12月2日，孙杨在三亚给100名
小学生们上公开课，传授重要的游
泳小技巧。孙杨说：“对现在的我来
说，在拿奖牌的同时，更希望今后通

过实践，亲力亲为帮助孩子们，让他
们成为中国游泳的后备中坚力量。”

作为一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孙杨
多次在公开场合谈到“初心”“责任”

“使命”：“国家培养了我，我希望把自
己的价值与快乐分享给孩子们，希望
因为我，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游泳这项
运动中来，这样中国游泳的后备力量
才会更加雄厚。”近年来越来越稳重的
孙杨，希望以自身影响力给更多人传
递正能量。

本报记者 孙婧
（本报三亚12月3日电）

有天赋更努力，孙杨给新生代树榜样

本报海口12月3日讯（记者王
黎刚）经过2天的争夺，2017海南亲
水运动季海口国际风筝冲浪公开赛今
天在海口假日海滩收帆。潍坊滨海队
成为大赢家，共夺得了3枚金牌。

本次公开赛作为我省亲水运动季
重要活动项目之一，共吸引国内外优
秀风筝冲浪运动员和爱好者70人参
加，其中，男选手 58 名，女选手 12
名。共设5个比赛项目，分别为水翼
板竞速国际公开组、双向板竞速男子
国际公开组、双向板竞速女子国际公
开组、双向板竞速男子中国精英组和
双向板竞速女子中国精英组。赛事总
奖金5万元。

连着两天比赛日海口假日海滩风
高浪急，选手们竞争激烈，吸引了众多游
客前来观赏。最终，潍坊滨海队的邓晓
成和陈静乐分别获得了男女双向板竞速

国际公开组冠军，潍坊滨海队的张浩然
赢得了水翼板竞速国际公开组冠军。辽
宁队的冯凡摘得了中国精英组男子冠
军。四川队的何欣捧得中国精英组女
子桂冠。“00后”姑娘陈静乐在本次比赛
中表现出色，被誉为“中国风筝冲浪女
子第一人”的她将女子双向板竞速国际
公开组冠军和水翼板竞速国际公开组亚
军揽入怀中。海南选手吕旸借助“主场”
之利获得中国精英男子组季军。

风筝冲浪运动混合了特技风筝、
帆板、冲浪、滑水、滑板等多种运动元
素，是当今最时尚的海洋运动之一，目
前已经正式成为2018青奥会比赛项
目，也是2020奥运会备选项目。

本次赛事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
会、海南省文体厅和海口市人民政府
联合主办，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海口
市文体局、海南省帆船运动协会承办。

海口国际风筝冲浪公开赛收帆
潍坊滨海队夺3金

本报海口12月3日讯（记者林
永成）2017体育之窗杯“我爱足球”民
间争霸赛全国总决赛今天在海口继续
进行。在五人制少年组决赛中，海南
中海足球队以1：5负于肇庆队，获得
亚军。在十一人制社会组半决赛争夺
中，海南万宁鼎力队以0：2不敌杭州
吴越钱唐足球队，止步半决赛。

“我爱足球”民间争霸赛设十一人
制社会组和五人制娃娃组、少年组、青
年组共四个竞赛组别。经过海选赛和

大区赛，每个组别8支球队、总共32
支球队获得总决赛资格，其中包括海
南的万宁鼎力队和中海足球队。

虽然中海队没能捧起冠军奖杯，
但他们创下了我省青少年足球队伍参
加全国性赛事的最好成绩。而在去年
的“我爱足球”总决赛中，海南红色战
车队夺得五人制社会组冠军。

本次比赛由中国足球协会、海口
市人民政府主办，海南省足球协会、海
口市文体局、海口市足球协会承办。

“我爱足球”民间争霸赛全国总决赛

海南中海队获少年组亚军

■ 阿成

英超“四郎”阿森纳近期状态
回勇，6轮联赛取5胜之下，本轮比
赛前回到了他们熟悉的第四名位
置。没想到，屁股还没坐热，北京
时间12月3日凌晨，就被宿敌曼联
客场3：1击败，赶出前四名欧冠区。

若只看比分，人们或许会认为
这是一场曼联占据优势的比赛。事
实大相径庭，阿森纳在大部分时间
里场面上几乎是碾压性的优势。他
们全场共有令人咋舌的33脚攻门，
且有15脚打在球门范围之内，相比
之下，取得3粒进球的曼联仅有8次
射门。在控球率方面，阿森纳全场
控球率达到了75%。遗憾的是，阿
森纳的场面和数据优势无法转化为
胜势，又一次吞下苦涩的败仗。

虽然阿森纳本赛季主场战绩

了得，联赛主场全胜，但此场“双红
会”很多人并不看好他们。主要原
因来自两队的主帅，教授温格在率
队与穆里尼奥执教球队的交锋中，
战绩一边倒落后，17次交手只拿下
两场胜利（2 胜 7 平 8 负）。穆里尼
奥应该算是温格教授执教生涯中
最大的克星了。

其实温格很多落败的场次，就
像本次交手一样，阿森纳场面华丽
却输球，都成为套路了。要说谁是
温格最不服气又最无奈的对手，非
穆里尼奥莫属，在两人多年的“嘴
仗”中，一向儒雅的教授多次把持
不住地失态，可见其在面对克星时
复杂的心情。教授多年执掌的阿
森纳一向是华丽球风的代表之一，
但在务实、严谨、讲究细节的穆里
尼奥面前，输得一塌糊涂。两人的
交战史，可以说是华丽不敌务实，

儒雅败给了痞气。年近7旬的温格
已没有多少机会让两人的交手纪
录变得好看些了，这就是命。

但华丽的阿森纳并非一直都
是仅供欣赏的“花瓶”，他们也有过
一个赛季不败夺冠的辉煌。如今
的阿森纳华丽依旧却效率不足，战
绩较巅峰期已不能同日而语。多
年没有重要冠军入账，温格教授每
年都听到下课声，被批战术落伍，
这或许也是命。但教授心有不甘，
迟迟赖着不走，看来，他还没有准
备认命。

但教授还能坚持多久呢？其
平生所学看来已不能应对不断进
化升级的足球，他该认命了。别说
阿森纳，更为华丽的巴萨也有落伍
而求变的时候。就算曾经牛气冲
天的穆里尼奥，如今在瓜迪奥拉面
前也神气不起来了。

大侃台

北京时间 12月3
日凌晨，在英超第 15
轮比赛中，曼联客场
3：1战胜阿森纳。

图为曼联队球员
林加德（右二）庆祝进
球。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7年海南省全民健
身运动会“绿橙杯”海南业余羽毛球赛12月2日
在琼中民族体育中心开拍。来自全省各市县36
支队伍近400人参赛。

由海南体育总会承办的海南业余羽毛球赛已
连续举办4年，已成为我省一项颇具影响力的羽
毛球品牌赛事。本次比赛分机关组混合团体赛混
合双打、男子双打（80岁以下）、男子双打（80岁以
上）、女子双打、男子单打。企业组混合团体赛混
合双打、男子双打（70岁以下）、男子双打（70岁以
上）、女子双打、男子单打。

在今年结束的机关组比赛中，琼海市体育管
理局队夺得冠军，五指山体育中心队获亚军。本
月9日和10日将进行企业组比赛。

海南业余羽毛球赛开拍

据新华社巴黎12月2日电（记者苏斌）在法
甲联赛一骑绝尘的巴黎圣日耳曼队2日遭遇当头
一棒，他们在第16轮中客场以1：2不敌“升班马”
斯特拉斯堡，吃到本赛季首场败仗。

巴黎圣日耳曼队在第13分钟的一次任意球
防守中出现漏洞，达科斯塔反越位成功头球破
门。不过攻击力超强的客队还是在半场结束前扳
平比分，第42分钟，拉比奥左侧传中，姆巴佩中路
抢点得手。

意欲反超比分的“大巴黎”在第65分钟再次
暴露防守弊端，斯特拉斯堡仅靠三位球员之间的
配合就将球送入球门。门将卡马拉大脚开球后，
达科斯塔头球摆渡，巴奥康凭借个人速度突破至
禁区内劲射破网。

众志成城的斯特拉斯堡将一球优势保持到最
终结束，他们把握住全场仅有的两次机会，送给巴
黎圣日耳曼今年4月以来各项赛事中第一场失
利。“大巴黎”此战落败后依然排名法甲积分榜首。

法甲联赛第16轮

升班马送大巴黎首败

据新华社马德里12月2日电（报道员谢宇
智）皇家马德里后卫拉莫斯在2日晚对毕尔巴鄂
竞技之战中创造了一项尴尬的纪录：在本场比赛
中被罚下使皇马队长成为西甲历史上吃到红牌次
数最多的球员。

拉莫斯在皇马客场挑战毕尔巴鄂竞技的比赛
进行到第85分钟时，因为争顶中肘击对方球员，
被裁判出示当场第二张黄牌，继本赛季联赛首轮
对阵拉科鲁尼亚吃到红牌后再度被罚出场外。这
也是他在西甲赛场上获得的第19张红牌。

这张红牌使拉莫斯超越了历史上被罚下次数
达到18次的巴勃罗·阿尔法罗和哈维·阿瓜多，成
为西甲有史以来的“染红”第一人。此外，算上欧
冠的3张红牌和国王杯的两张，这也是拉莫斯加
盟皇马13个赛季以来吃到的第24张红牌。

拉莫斯成西甲
“染红”第一人

英超第15轮
曼联胜阿森纳

温格教授该认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