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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女性运动员在自己的领域，展现
出特有的风采，她们用梦想撑起体坛
半边天。中国的女运动员在中国体育
发展的版图中占据重要位置，例如，参
加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
表团有运动员416人，其中女性运动
员256人，男性160人；在刚刚结束的
平昌冬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中，男
运动员36人，女运动员46人。

在国际劳动妇女节，向所有传播
体育价值的女运动员致敬！

朱婷
与球迷一起分享梦想与荣光

作为中国女排队长，朱婷为球队
以五连胜佳绩时隔16年再度夺得大
冠军杯立下汗马功劳，她个人还获得
赛事最有价值球员称号。此外，朱婷
在加盟土耳其瓦基弗银行队的第一个
赛季就随队获得女排欧洲冠军联赛和
世俱杯两项冠军，并荣膺这两个赛事
最有价值球员。

此外，她还当选由土耳其海峡大
学体育委员会主办的2017海峡大学
体育奖最佳排球运动员，在异国他乡
受到当地球迷认可。

朱婷用自己的力量，让球迷们见
证了女排力量，分享着女排姑娘的梦
想与荣光。

冯珊珊
拼搏成就个人职业生涯最高点

2017年11月11日，中国高尔夫球
名将冯珊珊在海南陵水的蓝湾大师赛
上获得职业生涯第九个LPGA（女子职
业高尔夫球协会）冠军，从而在职业高
尔夫球女子世界排名中升至第一位。
冯珊珊的胜利不仅成就了她个人职业
生涯最高点，同时她也成为中国大陆首
位成就世界第一排名的高尔夫球手。

从世界排名第611位到世界第
一，冯珊珊用11年完成。

“我以我的实际行动证明中国人
在高尔夫运动上是行的，所以鼓励所
有的小朋友们拿起球杆，勇往直前，能
在世界顶尖的舞台上证明自己，为中
国高尔夫项目添彩。”冯珊珊说。

隋文静
冬奥赛场的银牌沉甸甸

今年年初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奥
会上，被视为中国双人滑新一代领军

人物的隋文静／韩聪以短节目第一的
成绩晋级决赛，却因为自由滑单跳上
的两处瑕疵稍有遗憾地摘得银牌。他
们距离34岁的德国老将萨维琴科和
她这个奥运周期的新搭档马索特，只
有0.43分的微弱差距。

冰坛“老”将、奥运新兵，隋文静抱
有一份比拿金牌更奢侈的梦想——奥
运赛场她和搭档重现“神”级《图兰
朵》，滑到令全场观众起立鼓掌。

“2022，你们等我”道出了她的决
心与底气。北京，期待隋文静的冰雪
梦再次惊艳世界。

小威廉姆斯
大满贯奖杯证明一切

美国网球运动员小威目前获得了
23个大满贯单打冠军奖杯。她曾表
示，自己的目标是超过由澳大利亚网
球名宿考特保持的女子选手24个大
满贯单打冠军的纪录。

现年36岁的小威在上赛季初获
得澳网冠军后宣布自己怀孕，并且在
去年 9月生下女儿。2018网坛“女
皇”的归来，将为球迷们送上饕餮盛
宴，也将为世界网坛注入别样活力。

（据新华社电）

女性运动员撑起体坛半边天

当地时间3月6日，在2017-2018赛季土耳其女排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第
二回合比赛中，朱婷率领瓦基弗银行队以3：0战胜贝西克塔斯队，晋级半决
赛。图为朱婷（上）在比赛中扣球。 新华社发

■ 阿成

北京时间3月8日凌晨，在欧冠
1/8决赛次回合决战中，英超“青年近
卫军”热刺在率先进球且场面大优的
形势下，被意甲豪门尤文在3分钟内
连进两球逆转。

首回合热刺做客战成2：2平。据
统计，在欧冠淘汰赛中，这种比分下次
回合做客的球队晋级概率只有17%。
次回合热刺在主场先进球后，晋级概
率进一步放大，这意味着尤文得进两
球才有可能逆转。其实连进两球也不
算什么神奇的事情，神奇之处在于：当
时场面上热刺大占优势，看不出来有任
何被逆转的迹象，而尤文只用了148
秒，就在毫无征兆之下连进两球实现逆

转。尤文几乎全场比赛都被动挨打，
他们也就在这不到3分钟的时间段里
有两脚打正的射门，但全部打进了。
这逆转来得太快太突然，热刺球员懵
了，观众们也缓不过神来。这种残酷
性和戏剧性，也正是足球的魅力。

尤文后场大将基耶利尼赛后表
示，他始终坚信尤文能够获胜。他还
说：“我们仅用了3分钟就反败为胜了，
热刺的后防线是脆弱的，他们在精神上
也是脆弱的。尽管看起来他们有很多
机会来改变和创造历史，但最终还是会
功亏一篑。”作为胜利者，基耶利尼这么
说可不太绅士，也不尊重对手。但霸气
外露的话语却有底气支撑，尤文是有名
的“不死鸟”，这支球队作风顽强韧劲十
足，在欧冠等重要比赛中，他们曾多次
在下风中或不利形势下上演逆转好戏。

恐怕不能说冲劲十足的热刺青
年军精神脆弱，但与见惯大场面的老

辣对手相比，韧劲不足和缺乏大赛经
验是显而易见的。热刺是一支处于
上升期的球队，他们近几年刮起青春
风暴，但这股风暴冲击的范围主要在
英超，在欧冠赛场上，热刺青年军还显
得嫩了些。本场比赛，由凯恩、阿里、埃
里克森和孙兴慜组成的热刺攻击线平
均年龄只有24.8岁，面对布冯、巴尔扎
利、基耶利尼和贝内蒂亚组成的平均年
龄高达35.5岁的尤文后防线，显得办法
不多。而伊瓜因、迪巴拉、科斯塔和皮
亚尼奇组成的尤文攻击组合，却能抓住
寥寥无几的机会打进两球成功逆转。

热刺少帅波切蒂诺赛后坦言：“你
需要更多这种类型的比赛和经验，才
能成为在这个水平上竞争的球员。”本
场比赛，在尤文主帅阿莱格里做出有
些出人意料的换人和变阵后，波帅并
未能有效地应对。看来，需要积累经
验的，不只是球员，还有波帅自己。

热刺的青春败给了尤文的岁月

欧冠战报

热刺 1：2尤文图斯
（尤文总比分4：3获胜晋级八强）

曼城1：2巴塞尔
（曼城总比分5：2获胜晋级八强）

北京时间3月8日，在欧
冠八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比
赛中，尤文图斯队客场以2：1
战胜托特纳姆热刺队，从而以
总比分4：3晋级八强。图为
尤文球员伊瓜因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2018年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文化惠民活动

根据梁信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改编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中央芭蕾舞团来琼巨献 芭蕾艺术史上永恒的丰碑

主办单位：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海南广电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演出单位：中央芭蕾舞团
演出时间：2018年3月13日、14日 20:00
演出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
票 价：甲等90元（政府补贴590元）乙等70元（政府补贴610元）

丙等50元（政府补贴630元）
售票热线：0898-65301811 售票时间：2018年3月9日至3月14日
售票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窗口（剧院左侧）

广告

采购报名公告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项目名称：2018年新客户激活扫码付活动宣传品。
三、资质要求：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效

的工商营业执照（具有所投标项目的经营资格），公司成立2年
（含）以上，注册资金人民币100万元（含）以上。（二）2015年1月
1日以来与3家（含）以上金融机构礼品采购合作案例，且单个案
例供货金额不少于10万元（提供合同关键页证明，包含但不限于
封面、金额页、标的页、签章页）；（三）具有不少于200平方米的仓
储库房（提供房产证明或租房合同和场地照片等相关证明）、固
定的物流快递合作公司（提供合作合同）、较强的售后服务能力；
（四）涉及品牌和版权的物品，供应商必须提供厂家或总经销商
授权书。（五）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信誉，没有处于被责令
停业、整顿、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或处于可能影响其中标后履
约能力的任何其他状态；（六）近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
法记录，近五年内未与农行系统发生过诉讼争议；（七）单位负责
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
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八）投标方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与采购单位各级行高管人员及使用需求部门、采
购部门关键岗位人员无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近
姻亲或利益关系。

四、报名资料：单位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
本、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资质证书和合同（以上
证书和合同查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五、报名时间：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六、报名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26号农行海南省分行办公楼

11层集中采购办公室。
七、联系人：苏女士
八、联系电话：0898—66796191。

交通银行信用卡获评“2017年受欢迎的信用卡”
2018年初，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微信年度账单“2017年受欢迎

的信用卡”评比中获第一名。据悉，2017年该行信用卡中心与腾

讯各事业线展开全面合作，年内该行上线了第一张网络游戏联名

卡（腾讯游戏天涯明月刀联名卡），第一次与手机游戏开展网络发

卡联合营销（腾讯游戏拳皇OL终极之战周年庆发卡活动），并于

2017年第四季度与微信钱包深入合作，拓宽了客户用卡、办卡、

了解卡信息的渠道。

据了解，2018年该行信用卡相关业务将进一步向互联网转

型，借助各大互联网巨头在流量、场景、客群等方面的优势，从产

品、渠道、活动等各层级进行模式创新，大大丰富该行信用卡的内

容和活动。

李康：按照2015年7月29日签订的“借款协议”

约定，你应依约归还借款人民币600万元及利息，借款

用于龙昆南路中国城项目装饰资金周转，并由果佳作

为担保人，担保期限至2017年12月28日。但由于你

个人原因，至今未归还借款及利息，经我多次催还未

果。故请你于见报之日起7天内归还本息。

特此函告

催 款 通 知

王绥清
2018年3月8日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公告
海口金鑫商贸公司澄迈分公司、澄迈招银投资有限公司、海南白莲寨庄园有限公司、海南友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国威隆实业有限公司：

经查，你单位宗地（详见附表）因涉嫌闲置满两年以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县已对你单位宗地作出相关处置。因单位地址不详，
无法直接送达相关文件。现予公告送达，本公告自登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附表:

（联系人：吴先生，联系电话：67629310）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3月5日

澄国土资告字〔2018〕4号

序号

《关于依法无偿收回海口金鑫商贸公司澄迈分公司8587.32平方
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决定书》（澄府函〔2017〕479号）

土地使用权人

海口金鑫商贸公

司澄迈分公司

海南白莲寨庄园

有限公司

海南友利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海南国威隆实业

有限公司

澄迈招银投资有

限公司

澄迈招银投资有

限公司

坐落

老城开发区盈滨岛

半岛

白莲镇青岭经济合

作社西线39公里处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

区工业大道3公里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

区工业大道3公里

面积（m2） 土地证号

老城国用（2008）第 1072

号

白莲国用（2008）第 0171

号

华侨农场国用（2009）第

0146号

未办证（合同电子监管号：

4690232013B00357）

未办证（合同电子监管号：

4690232013B00349）

白莲沙吉村

大丰镇华东路东侧

1

2

3

4

5

6

白莲国用（1994）第9号

《关于依法无偿收回海南白莲寨庄园有限公司69638.19平方

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决定书》（澄府函〔2017〕467号）

《关于依法无偿收回海南友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6666.834平方
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决定书》（澄府函〔2017〕480号）

《关于依法无偿收回海南国威隆实业有限公司5866.75平方米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决定书》（澄府函〔2017〕481号）

《解除合同通知书》

《解除合同通知书》

8587.32

69638.19

6666.834

5866.75

5698

2341

处置文件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8海
口市足球超级联赛即将于3月24日
在海口市世纪公园足球场拉开战幕，
海口12支业余足球劲旅将进行历时
约一个月的角逐。

海口足球超级联赛是海口市业
余足球联赛系列中最高级别的赛
事。本届比赛共有12支球队获得参
赛资格，分别为：海航红色战车足球
队、鼎力飞虎海师、海南大公鸡海字
营足球俱乐部、海口琼山区青年队、

德裕皇玛花园、海南神话足球俱乐
部、AJ 红酒、海南岁月明星足球俱乐
部、翔之队、金众实业老爷车、皇家11
人、海南苏兴建设快乐足球俱乐部。

赛事为11人制，12队先分成A、
B两组进行单循环赛，各小组前两名
晋级第二阶段交叉淘汰赛决出最终
名次。全部比赛预计4月21日结束。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文化广电
出版体育局主办，海口市足球协会
承办。

海口市足球超级联赛
将于3月24日开踢

平昌冬残奥会今晚开幕

中国体育代表团
残奥村雪中升旗

据新华社平昌3月8日电（记者耿学鹏 顾
涓 刘宁）五星红旗在飘舞的雪花中升起，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在平昌残奥村内奏响——平昌冬季
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8日在韩国平昌残奥村举
行升旗仪式。

本次中国代表团副团长王梅梅等代表团运动
员、教练员、团部工作人员50多人，以及中国驻韩大
使馆公使衔参赞王鲁新等使馆人员参加了升旗仪式。

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在残
奥村升起。身穿红色上衣的中国代表团团员行注
目礼，唱起国歌。

担任本次代表团副团长的中国残联党组成
员、执行理事会副理事长王梅梅接受采访时说，中
国代表团全体人员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面对鲜艳
的五星红旗，全团上下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将不
负使命、坚决完成好参赛任务。

王梅梅说，中国冬残奥项目发展起步晚、基础
弱，这次代表团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学习和取经，同
时也将检验两年来的训练成果、查找不足，以便采
取有效措施在较短时间内提升实力，力争在2022
年北京冬残奥会上取得奖牌突破。

本届中国代表团由运动员、教练员和团部工
作人员共60余人组成，其中运动员26人，将参加
5个大项、30个小项的比赛。这是我国参加冬季
残奥会以来，参赛运动员人数和参赛项目最多、代
表团规模最大的一次。

本届冬季残奥会将于3月9日至18日在韩国
平昌、江陵、旌善举行，9日晚将举行开幕式。

3月8日，平昌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
升旗仪式上入场。 新华社发

阿尔加夫杯国际女足邀请赛

中国队列第11名
据新华社葡萄牙圣安东尼奥3月7日电（记

者张章 章亚东）在7日进行的2018年阿尔加夫
杯国际女足邀请赛第11名争夺战中，中国队在先
丢一球的情况下2：1逆转战胜俄罗斯队，最终排
名本届赛事第11名。

在三轮小组赛中，中国队先后负于葡萄牙队、
挪威队和澳大利亚队，丢6球仅打进1球；俄罗斯
队也是未尝胜绩。两队都不想在本届赛事垫底，
因此都全力以赴争胜。

比赛进行到第41分钟时，中国队门将陆菲菲
扑球撞上了立柱，导致脱手，俄罗斯队希什金娜补
射入网，俄罗斯队1：0领先结束上半场。

下半场，中国队逐渐找到节奏，组织了多次有
威胁的进攻。第49分钟，中国队主罚任意球，刘
杉杉一脚怒射扳平比分。第78分钟时，中国队宋
端对准远门柱起脚打门，中国队反超比分。最终，
中国队2：1取胜，获得本届阿杯第11名。

NBA昨日战报
火箭 110：99雄鹿

骑士 113：108掘金

猛龙 121：119活塞

湖人 108：107魔术

公牛 119：110灰熊

爵士 104：84步行者

鹈鹕 114：101国王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翠屏凤凰
海岸·2018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
赛3月11日在三亚开跑。记者8日
从组委会获悉，此前错过机会想报名
参加“全马”的跑友们现在机会有参
赛了，经赛事主管部门研究决定，将
增招500名全程马拉松组别选手。

截至3月初，组委会已收到来自
近30个国家和地区马拉松爱好者的
踊跃报名。本次比赛设全程马拉松
（42.195公里）、半程马拉松（21.0975
公里）和迷你马拉松（5公里）。破世
界纪录和赛会纪录的选手将分别获
得 2 万美元和 2 万元人民币的奖
金。本次比赛特设了中国籍运动员
特别奖，对参加本次马拉松比赛的中
国籍运动员进行排名，分别奖励男子
和女子前24名运动员。其中，中国
籍男女冠亚军获得者将分别赢得1.8
万元和1.5万元奖金。

本次比赛延续“RUN WITH
SANYA 与三亚共奔跑”的主题，向
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跑步爱好者们发
出来自三亚的邀请。本次赛事有国

内首屈一指的“海岸线”赛道、情侣浪
漫跑马圣地，还有能听见海浪声音的
海螺奖牌。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
赛事已连续举办3届，今年的赛事无
论是整体规模，还是参与人数，都将
再创新高。

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荣获
2017中国田径协会马拉松“银牌赛
事”和“最美赛道特色赛事”称号。3
年来，该项比赛不断结合三亚热带滨
海城市特色，创新活动亮点，升级赛
事服务，提升跑友体验。今年组委会
还贴心地将半程马拉松终点取包处
设置在了天涯海角游览区内，选手在
冲过终点线后，还能在景区内得到充
分休息和调整，尽享美景。多措并举
使该项赛事成为融体育、健身、旅游、
娱乐等于一体的全民运动盛会。

从1月18日开始到3月11日，
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赛在全国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港澳台地区
掀起约跑热潮。全国34个城市知名
跑团接棒而跑，用脚步丈量变化的
城市，一同“跑亮”中国。

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11日开跑

增招500名“全马”参赛选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