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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3 月 7 日凌晨，在欧冠
八分之一决赛次回合决战中，巴黎圣
日耳曼客场1：2不敌皇马，两回合总
比分2：5被淘汰出局，连续两个赛季
止步欧冠16强。有中东“金主”做后
盾的大巴黎这些年投入重金组成豪
华阵容，从球员身价上看已具备与欧
洲顶级球队争锋的实力，但一直没能
在欧冠战场取得突破。本赛季欧冠
八分之一决赛抽到状态下滑的皇马，
许多人认为大巴黎晋级有望。没想
到，在国内赛场欺负弱小的大巴黎，
在欧冠继续碌碌无为又蹉跎了一年。

其实大巴黎首回合1：3失利后，晋
级前景已不被看好，但还没到绝望的

时候，毕竟比分差距不算太大，又有一
个客场进球，主场2：0获胜就能翻盘。
但在内马尔因伤缺阵后，大巴黎要想
翻盘晋级，只能寄望奇迹发生了。大
巴黎这类新贵有一种“通病”，他们的
厚度、底蕴不够，过于依赖个别球星，
一旦核心球员缺阵，战斗力就会降档。

大巴黎主席阿尔赫莱菲认为，维
拉蒂红牌被罚下杀死了比赛。这种说
法不过是为输球找借口罢了，维拉蒂
离场前皇马已领先，从场面上看，他在
场也改变不了战局。皇马因为领先后
又多打一人，明显放松了，要不不止进
两球。首回合比赛大巴黎也有球员被
罚下，最终1：3失利埋下“大坑”。

连续有球员红牌被逐暴露了新
贵大巴黎的又一个毛病：不善于打硬
仗，一遇到困难就容易着急上火自乱
阵脚。这种毛病往大了说，是没有冠

军气质。而一支球队的气质，很大程
度上由主帅的气质决定。自上赛季被
巴萨惊天大逆转后，大巴黎主帅埃梅
里就背上了“大巴黎最弱一环”的“美
誉”。埃梅里此后还昏招不断，比如与
皇马的首回合对决，他换下卡瓦尼被
视为大巴黎败走伯纳乌的转折点。

次回合再度失利最终被淘汰出
局后，“大巴黎最弱一环”埃梅里是否
下课，又成为热议话题。有媒体透
露，大巴黎会在赛季结束后解雇埃梅
里。就算埃梅里真的下课，也有点晚
了，至少白白浪费了一个赛季。大巴
黎有的是钱请名帅，不明白他们为何
抱着埃梅里不放。或许称心的名帅
一时不好找，或许对埃梅里尚存幻
想。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大巴黎要想
有更大作为，改善比较明显的“最弱
一环”怎么说都是当务之急。

大巴黎急需改善“最弱一环”
大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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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7日讯（记者林永
成）海南博盈足球俱乐部今天又添两
名新援，俱乐部宣布张浩和裴晨淞加
盟。加上此前先后加盟的4名球员，
为征战新赛季中乙联赛，海南博盈队
截至目前已引进六名新援。

张浩今年 23 岁，身高 1 米 90，
司职守门员，曾先后效力于北京国
安预备队以及中甲球队石家庄永
昌。裴晨淞今年 25 岁，身高 1 米
88，也是一名守门员，曾效力于辽
宁宏运足球俱乐部、广州富力足球
俱乐部。

此前，惠戈、张奥、胡扬扬、张
宏楠等四名新援先后加盟海南博
盈队。张宏楠今年27岁，场上司职
后卫，他身体素质好，体能充沛，拦
截、抢断能力出色，曾效力广州恒

大、青岛海牛、深圳佳兆业等球队，
入选过国家青年队。司职前锋的
胡扬扬今年 23岁，他身体灵活，速
度快，曾效力广州恒大，入选过国
少队。惠戈今年25岁，可司职边后
卫、前卫等多个位置，曾效力于浙
江绿城、丽江飞虎等队，也入选过
国少队。张奥今年27岁，司职边后
卫，曾效力广州富力、河北华夏幸
福等队。

上赛季，海南博盈队经过附加赛
保级成功，最终名列中乙第21名。新
赛季，多名新援的到来，为海南博盈
队注入了新的活力，球队的实力增
强，技战术打法将更为丰富。海南博
盈队将力争在本赛季取得战绩上的
突破。2018赛季中乙联赛将于3月
31日开战。

征战新赛季中乙联赛

海南博盈引进六名新援

克利伯帆船赛CEO威廉
点赞三亚城市营销

本报三亚3月7日电（记者孙婧）随着克利
伯赛船离开三亚继续扬帆远航，三亚的城市名片
还将随赛事撒播到更多欧美国家。克利伯环球帆
船赛CEO威廉在最近一次访谈中，对三亚借赛事
开展城市营销的做法点赞，并表示看好中国市场，
期待在中国开设克利伯训练中心。

“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帆船运动变得不那
么昂贵，我相信克利伯在亚洲等新兴市场还有更大的
发展空间，这就是我们来到中国，来到三亚的原因。”

首次组队参赛的三亚新奇世界半山半岛号表
现非常惹眼，威廉表示：“三亚新奇世界半山半岛
号现在积分排名领先，整个三亚市以及市民都会
为此感到骄傲，而三亚也非常好地利用了这个机
会，在各个停靠站推广自己。”

同时，威廉注意到，中国目前的帆船爱好者
中，越来越多出现年轻人的身影，这说明帆船运动
在中国具备良好的发展前景。“未来我期待在中国
开设更多帆船训练点，包括克利伯训练中心。也
可以鼓励中国的帆船船艇从业者来英国留学培
训，让人才和产业一起成长。”威廉说。

广告

关于G9812海文高速公路K50+600
至K51+300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文昌至琼海高速公路英城互通跨线工程施工建设的需要，
根据施工要求，现申请对G9812海文高速公路K50+600至K51+
300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具体交通管制方案如下:一、管制时间：
2018年3月12日至2018年8月7日。二、管制路段：G9812海文
高速公路K50+600至K51+300路段。三、管制方式：(一) 第一阶
段：封闭G9812海文高速公路K50+600至K51+300右幅(海口往
文昌方向)，左幅双向通行。(二) 第二阶段：封闭G9812海文高速
公路K50+600至K51+300左幅(文昌往海口方向)，右幅双向通
行。为确保施工安全，根据施工实际情况，对该路段采取单幅封
闭，另一幅双向通行的交通管制。届时途经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
交通指示标志或按交通管理安全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
通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8年2月5日

吸收合并公告
中央储备粮海口直属库有限公司拟吸收合并中央储备粮

海南老城直属库有限公司。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中央储备
粮海口直属库有限公司存续，中央储备粮海南老城直属库有
限公司注销。以上两公司的债权人可自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
三十日内要求债务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
在规定的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合并将按法定程序实
施。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招群13876898668 王川强18907516556
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榆中线138号
海南省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武亭南路

中央储备粮海口直属库有限公司
中央储备粮海南老城直属库有限公司

2018年3月6日

五指山德胜水电实业有限公司、五指山高源花卉科技有限

公司、五指山和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五指山天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五指山香村草鹅业有限公司、海南晨翔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五指山生源贸易有限公司、五指山荣泰置业有限公司、

万宁绿壵实业有限公司、五指山绿鑫源实业有限公司、海南三

策天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海南森泰华一实业有限公司、保亭

金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保亭蓝波湾农林发展有限公司、保亭

弛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限贵公司30日内到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五指山市支行办理销户手续，逾期未办，视为自动销户。

销 户 公 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五指山市支行
2018年 3月 8日

为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和中国改革开放40

周年，海南省档案馆将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各门类、各载体的民

间档案史料，用以反映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来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军队和党的建设发展和变化。

（一）征集时间：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3月20日。

（二）征集范围

1、1988年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记录和反映海南省各

方面历史面貌的具有重要查考研究和保存价值的民间档

案史料；

2、海南籍或曾经在海南工作过的享有较高声望的人士在

工作、生活及社会公务活动中形成的资料；

3、反映海南风俗民情、民族宗教、物产资源、工艺美术、自

然风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档案、资料等。

以上档案资料包括文献、音像、书刊、宣传品、纪念品、通

讯物品、生活物品等。

（三）征集方式

1、捐赠：经鉴定有收藏价值的，由省档案馆颁发证书；

2、寄存：寄存给省档案馆代为保管；

3、征购：经协商可购买的，其所有权归省档案馆。

4、仿真复制：由省档案馆复制存档，原件奉还本人。

有意者请准备好相关资料直接洽谈咨询。

（四）联系方式

1、海南省档案馆法制宣传处

联系人：廉先生 电话：65336201

谭女士 电话：65362187

2、海南省档案馆征集编研处

联系人：曹女士 电话：65368031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59号海南省档案馆

海南省档案馆关于征集民间档案史料的公告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关于2018“绿水青山 最美邮路”马拉松赛期间海口市部分路段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
2018“绿水青山 最美邮路”马拉松赛将于2018年3月11日

在我市举行。为确保比赛期间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将对比赛途经路线
分时分段实施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时间：
2018年3月11日08:00-13:00。二、管制（比赛）路线：恒大美丽
沙音乐广场起点处（起点）—碧海大道（东行）—海甸六东路与碧
海大道路口（折返）—碧海大道（西行）—恒大美丽沙音乐广场起
点处（终点）。三、注意事项：（一）在道路交通管制期间，管制区域
内只允许持有赛事专用车证的车辆和执行紧急任务的军警车、消
防车、医疗救护车、工程抢险车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对于其它

各种车辆驾驶人和行人，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指示通行，服从交警
指挥，严禁进入、横穿实施交通管制的路段。（二）在管制时间内，
市区前往碧海大道的车辆请选择避开比赛时间前往；出碧海大道
的车辆要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避免影响您的工作和生活。（三）
比赛路段禁止各种车辆停放，避免影响比赛正常进行。（四）比赛
期间，交通管制路段恢复社会交通时间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根据比赛情况决定，比赛沿线单位和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绕行线
路，以免影响出行。 (五)由此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2018年3月8日

中标公示
海南省军区三亚经适房小区零星收尾工程已于2018年3月7

日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三楼317室完成了开、评标工

程，经评标专家委员会评标，推荐中标候选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汉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冠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中建联华(海南)建设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2018年3月8日至2018年3月12日，如有异议请在

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提出。电话：0898-66571326。

招标代理机构：中航技国际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琼海市官塘长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01和A-02地块用
地性质修改及规划控制指标确定的论证报告已编制完成，用地位于
琼海市嘉积镇官塘出口处,官塘大道南侧。用地面积47524m2。现
拟修改用地规划性质和确定规划条件。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
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30个工作
日（3月8日至4月19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规划委员会（http://
xxgk.hainan.gov.cn/qhxxgk/ghw/）、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
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2671973141@qq.com；
（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组；地址：琼海市嘉
积镇金海北路琼海市规划委员会；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
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
实有效，便于我委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
咨询电话：0898-36869726，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3月7日

《琼海市官塘长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01和
A-02地块用地性质修改及规划控制指标确定的公示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现就“2018海南环岛全民健跑活动”
执行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项目概况：本项目为“2018海南环岛全民健跑活动执行”，活
动分为东、南、西、北四个片区，每个片区各招标一家企业来执
行。活动时间为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执行项目包含：赛
事策划设计、推广、执行运营、参赛人员（裁判员、运动员、技术人
员）组织等项目的执行工作。

招标要求：（1）投标人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良好的商
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
记录，具备资质，有较强的本地化服务能力，近两年在相应片区有
同类活动执行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2）具备大型赛事活动的设
计策划能力；（3）具备大型事活动推广运营能力；（4）具备体育总

局或中国田协认证的运营资质、获得过体育总局或中国田协颁发
的相关奖励，并有过运营国际级、国家级大规模赛事案例，有大规
模（2万人以上）路跑类活动案例的单位优先考虑。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 3月 12日至18日（工作
日），每日上午9时至11时30分，下午15时至17时30分（北京时
间）报名，报名时需提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法人委托书（或单位介绍信）、受委托人身份证及投标人资格要求
的相关资料（核原件收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投标文件递交
截止时间2018年3月19日17时（北京时间）。

报名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新闻大厦三
楼专题部办公室

联系人及电话：吴女士 13976718048

2018海南环岛全民健跑活动执行项目招标公告

近日，交通银行琼海支行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闹元宵猜灯谜
与抽红包活动。为了给客户创造一个热闹喜庆的节日气氛，该
支行挂灯笼，装灯谜，备奖品，让琼海当地的客户充分感受到了
不一样的年味儿。据悉，该支行还特意准备了微信邀请函，利用
微信的方便、快捷，广邀八方客户积极参与。

活动当天，该支行更暖心为客户准备了热乎的汤圆，等待办
理业务的客户、参加猜灯谜的客户、前来咨询业务的客户都能来

上一份汤圆。笔者现场了解到，许多客户都猜对了灯谜，领走了
奖品，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同时，客户都赞不绝口，表示活动新
颖、喜庆，这是他们过的一次特别的元宵节。

据悉，2018年是交通银行110周年华诞。作为服务性行业，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将以交总行“大服务”理念为引领，继续深
化“个性化”、“贴心化”的服务工作，把为客户服务作为工作出发
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

年味儿浓，交通银行琼海支行迎客喜闹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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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冠
小组赛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7 日电
（记者朱翃 郭敬丹）7日，2018赛
季亚冠小组赛展开了第三轮的争
夺，F组上海上港坐镇主场迎战韩
国蔚山现代。虽然蔚山现代两次
取得领先，但上港外援奥斯卡用两
粒进球帮助主队两度扳平比分。
最终，上港2：2主场逼平蔚山现
代，继续排名小组第一。

上港近期在亚冠和中超取得
四连胜，球队士气高涨。球队核心
奥斯卡近三场比赛状态火热。此
役，又是奥斯卡的两粒进球，帮助
上港逼平对手。

比赛开始后，坐镇主场的上
港队表现积极，胡尔克、奥斯卡和
埃尔克森连续威胁对手的球门，
但是围攻并未能取得进球。蔚山
队则在稳固后防的同时，伺机进
行快速反击。

第37分钟，蔚山队开出右侧
角球，温德比希勒门前抢点头球攻
门得手，蔚山队取得1：0领先。但
是他们并未高兴多久，上港队就迅
速予以回应。1分钟后，上港队策
动快攻，奥斯卡在大禁区弧顶轰出
一脚远射，皮球贴地直入球门，上
港队将比分扳平。半场结束，双方
不分伯仲。

易边再战，两队互有攻守。第
68分钟，蔚山球员突入禁区后横
传中路，上港后防球员未能完成解
围，蔚山球员金仁成在后点推射得
分，客队再次取得领先。但上半场
的戏码又一次上演。2分钟后，奥
斯卡接到埃尔克森的传球，用一脚
漂亮的弧线球攻破蔚山队的球门，
上港队再度将比分追平。

最终，上港队2：2逼平蔚山现
代，在主场取得积分。此役之后，

上港队在亚冠小组赛两胜一平积7
分，继续小组领跑。蔚山现代则是
一胜两平积5分，排名小组第二。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7 日电
（记者周凯）7日晚2018亚冠小组
赛H组第3轮上海申花在韩国水
原客场挑战水原三星。下半场开
局不久，水原三星李记帝外围远射
帮助主队领先，第70分钟申花队
艾迪造点，莫雷诺主罚命中扳平比
分，最终上海申花客场1：1战平水
原三星小组赛三连平。

申花球员曹赟定、李建滨等有
伤在身，外援罗梅罗在亚冠中未报
名，小组赛前2轮，申花分别与鹿
岛鹿角、悉尼FC战平，积2分小组
排名第三。水原三星通过附加赛
进入小组赛，前两轮1胜1负积3
分排名小组第二。因此这场比赛
对双方来说都是晋级的关键战。

上半场，申花队十分被动，好
在门将李帅表现神勇，多次做出精
彩扑救化险为夷。上半场双方互
交白卷。

下半场，申花欲加强进攻改变
被动局面，莫雷诺替下高迪。但开
局不到3分钟，水原就取得进球。
廉基勋开出任意球，李帅将皮球打
出禁区外，水原三星队的李记帝在
禁区前沿大力抽射，皮球应声入
网，比分变为1：0。

落后的申花加强了进攻。第
70分钟，艾迪禁区左侧突破，被对
方防守队员撞倒，裁判判罚点球，
莫雷诺主罚一蹴而就，将比分扳成
1：1平。

三轮战罢，申花积3分排名第
三，鹿岛鹿角积7分居榜首，水原
三星积4分排名第二，悉尼FC积
1分垫底。

上港战平蔚山继续领跑
申花客场1：1平水原三星小组赛三连平

上
港
外
援
奥
斯
卡
进
球
后
庆
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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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季后赛10进8比赛

北京背水一战险胜上海
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记者郭敬丹 朱

翃）CBA季后赛10进8的比赛在7日晚展开第二
场较量，上海男篮主场迎战北京首钢队。手握赛
点的上海大鲨鱼并未从这场比赛中拿到八强入场
券，反倒是首钢队背水一战，以101：95战胜上海，
在三场两胜制的比赛中将总比分扳成1：1平。

全场比赛，上海队弗雷戴特砍下36分和10个
篮板球，明纳拉斯得25分，蔡亮表现抢眼拿到21分
和6个篮板球。北京首钢的汉密尔顿贡献36分和
13个篮板球，杰克逊得到22分和7次助攻，方硕拿
下16分、7个篮板和5次助攻，王骁辉得到13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