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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广告

我局在打击非法行医执法工作中，因未能与下列非法行医人员
取得联系，无法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相关法律
规定，我局现对下列人员公告送达如下：蒙积英，女，身份证号：
460032197512133367。经查，2017年11月9日蒙积英非医师行医及
组织两名孕妇实施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一案。本行政机关已于
2018年3月7日做出海龙卫医罚[2017]24号行政处罚决定，现依法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该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符 海 军 ，女 ，身 份 证 号 ：
460007199407087648。经查，2017年10月30日符海军组织两名孕
妇实施非医学需要人工终止妊娠一案，本行政机关已于2018年3月7

日做出海龙卫医罚[2017]30号行政处罚决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
行政处罚决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送达后，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60日内向海口市卫生局或海口市龙华区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起诉，但不
得停止执法本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
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本行政
机关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区金园路区政府金园办公区513房。

联系人：林汉强 电话：66719701。
海口市龙华区卫生局 2018年3月8日

海口市龙华区卫生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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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铺出售
该商铺位于定安县富民大道龙福花园出口

右侧，建筑面积2205.35平米，上下两层，层高
5.4米，框架结构，已取得不动产证。该房屋位

置优越，停车方便，适合做银行、保险、邮电等分
理处、超市、酒楼，大型休闲中心，也可改建成酒
店，幼儿园等。

联系电话：金先生：17733163663
张女士：1387698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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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大型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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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公告
名称：海南省文昌市铺前新埠海人工岛围填海项目二期

工程施工承包

1、业主：海南亿创达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地点：海南省文昌市铺前镇新埠海海域

3、资格：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4、招标文件：2018年3月12日9时至2018年3月14日

17时，于南海大道京江花园A2栋202室持投标邀请书购买，

500元/套。

5、投标文件：2018年3月17日9时30分前递回购买处；

6、招标人：15248927256；招标代理：17783107259；

2018年 3月12日

本报海口3月11日讯（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符桃心）由文化部主办
的“2018年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
展演”和“2018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
演”近日在北京开幕。由海南省委宣
传部指导，省文体厅、省民宗委出品，
海口市演艺有限公司（原海口市艺术
团）创作排演、琼中民歌展演团参演
的舞蹈诗《黎族家园》以及由中央歌
剧院、海南省委宣传部、省文联联合
出品的大型原创民族歌剧《红色娘子
军》分别入选这两项展演，将于3月
底在京亮相。

舞蹈诗《黎族家园》将于3月23
日、24日在北京新清华学堂上演。该
作品于2016年9月代表海南参加“第
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一举
夺得“剧目金奖”和“最佳舞台美术

奖”，随后获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
公厅的通报表扬。2017年5月，文化
部评选出25部“全国舞台艺术重点
创作剧目名录”，并从中选出10部国
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
扶持剧目，《黎族家园》榜上有名。随
后，在文化部组织的专家多次跟踪指
导下，该作品又不断精益求精，最终
顺利通过“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
持工程重点扶持剧目”的评审。

参加“2018年全国舞台艺术优
秀剧目展演”的作品是2017年度国
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的10
台重点扶持剧目和4台“2017年度全
国舞台艺术重点创作剧目名录”作
品。作品涵盖了各个艺术门类，汇聚
了一大批艺术名家和优秀青年演员，
展示了近年来舞台艺术创作的最新

成果。
歌剧《红色娘子军》将于3月28

日至31日在北京保利剧院连续演出
四场，为首都观众带来以歌剧形式呈
现的红色经典。

据悉，此次全国共有15台民族
歌剧作品入选该展演。这其中既有
《马向阳下乡记》等文化部2017年
“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重点
扶持剧目，也有《红色娘子军》等原创
剧目和《白毛女》等经典剧目。这些
作品展示了近年来在“中国民族歌剧
传承发展工程”的带动下，民族歌剧
创作和人才培养取得的成果。

海南省文联于 2015 年底完成
《红色娘子军》全剧创作，2016年 1
月在省歌舞剧院进行了两场试验性
演出。此后，中央歌剧院正式介入

与我省文联就该剧展开全方位合
作，中央歌剧院牵头组织对全剧从
音乐到剧本再到舞美等多方面进行
了进一步的打磨和提升。民族歌剧
《红色娘子军》剧本依据同名电影故
事改编，对同名舞剧京剧等舞台艺
术作品也有所借鉴，同时，又在艺术
价值和历史价值方面做出新的探索
和创新。该剧于2017年6月在国家
大剧院连演两场，受到了专家及观
众的广泛好评。

据了解，此次集中展演是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之后文化部组织举办的
首次优秀作品集中展演，29部作品代
表了党的十九大前后全国艺术创作的
最新成果。我省入选的两部作品也将
再次在全国舞台上展示近年来我省文
艺创作的大发展大繁荣成果。

入选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和优秀民族歌剧展演

《黎族家园》《红色娘子军》3月底在京亮相

本报三亚3月11日电（记者王
黎刚）翠屏凤凰海岸·2018海南（三
亚）国际马拉松赛11日在三亚市结
束。非洲“飞毛腿”包揽了男女全程
马拉松的冠军，中国选手在本次比赛
中表现突出，分别赢得了男子组季军
和女子组亚军。

此次比赛共设马拉松、半程马拉
松、迷你马拉松三个项目，吸引了近30
个国家和地区的20852名选手报名参
赛，其中参加全程马拉松4321人、半程
马拉松5596人、迷你马拉松10935人。

迷你马拉松终点设在金鸡岭街，
半程马拉松的终点是闻名遐迩的天
涯海角游览区。全程马拉松选手会
在天涯海角处折返，后半程路线紧邻
三亚湾，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海岸线”

马拉松。
在全马男子比赛中，两位非洲选

手一路领先，中国的管油胜和邱旺东
则一直保持在第二集团。三亚今天的
气温有20多摄氏度，日照也比较强，
选手们跑得较为辛苦。最终，肯尼亚
选手Jacob Kiplagat Yator夺得冠
军，成绩为2小时16分32秒。肯尼亚
选手Ekai William Erinyok屈居亚
军，成绩为2小时20分53秒。获得季
军的中国选手管油胜成绩为2小时21
分09秒。

在女子全马比赛中，埃塞俄比亚
选手Tigist以2小时40秒18的成绩
夺冠，中国选手姚妙以14秒的差距屈
居亚军，季军被一名肯尼亚选手获得。

在女子半程比赛中，肯尼亚选

手 Purity Jerop Biwott 夺冠，成
绩为1小时16分19秒。第二名为中
国选手张开琴，成绩为1小时19分
16秒。第三名为中国选手张俊丽，
成绩为1小时19分44秒

在男子半程较量中，肯尼亚选手
Koech Alfreo Kipkemboi夺冠，成
绩为1小时05分59秒。第二名是中
国选手杨成洋，成绩为1小时07分
29秒。第三名是肯尼亚选手Samu-
el Ndaire Njuguna，成绩为1小时
07分45秒。

来自云南的胡志力和张开琴以
2小时38分32秒的成绩，夺得情侣
组冠军。

本次比赛由中国田径协会、海南
省文体厅、三亚市政府主办。

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赛落幕

非洲选手包揽男女组冠军

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参赛选手从起跑点出发。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绿水青山 最美邮路”
海口路跑活动开跑

本报海口3月11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员
陈佳佳）今天上午9时，为推动全民健身热潮，呈
现城市最美风貌，助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2018

“绿水青山 最美邮路”系列主题赛——海口路跑
活动在海口美丽沙音乐广场激情开跑，吸引了
3000多位海口市民踊跃参与。

据了解，“绿水青山 最美邮路”系列主题赛，
是中国邮政推出的首个以邮政为主题、赛道以邮
路为象征的系列户外体育赛事，该活动将绿色环
保文明城市建设、健康时尚运动与邮政元素相融
合。系列主题赛今年计划在全国设8站比赛，首
站落户海口，并作为“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本次赛事设有10公里马拉松和5公里迷你
马拉松两个项目，设置“最美邮路之星”特别奖项，
对赛事十公里男、女前三名选手进行奖励。赛事
起点设在美丽沙音乐广场，跑道设在堪称海口市

“椰梦长廊”的碧海大道。该道路临海风景如画，
选手们在奔跑中可尽览沿途秀美风光。

赛事当天，还同步举办了“我爱明信片·把美
丽海口寄出去”大型公益宣传暨2018年中国邮政
贺年有奖及日常明信片开奖活动，现场还免费赠
送《大美海口》风光明信片。

与此同时，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还专门为本次
活动设计和发行了一枚《绿水青山》专用邮资图及
《海南湿地》《海南坡鹿》两套国版明信片，并邀请
邮票设计大师于秋艳现场开展签名活动，以明信
片独特的文化和传播属性，反映海南生态文明建
设成就，展示海口湿地修复保护的丰硕成果。

本次活动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主办，海口市
政府、省文体厅指导，中国邮政广告传媒公司、中
国邮政集团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北京星亿东方文
化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共同承办。

《爱给你我他》
惠民文艺晚会举行

本报海口3月11日讯（记者符
王润）为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由海南省肿瘤医院主办的
《爱给你我他》惠民文艺晚会今晚在
省歌舞剧院举行。

《美丽海南岛》《我的爸和妈》《白
衣天使》……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让晚
会迎得观众的阵阵掌声。除了展现海
南之美，晚会还向观众展现了我省医
疗工作的部分成就，尤其是我省在肿
瘤专科医院——海南省肿瘤医院建设
和发展方面的成绩。

据介绍，2015年建成开业的海
南省肿瘤医院，是省委、省政府批准
建立的公益性事业单位。目前，该
医院已经形成健全的肿瘤学专业学
科体系，集聚了数十位肿瘤学科带
头人，装备了价值5亿多元、1500余
台（套）的国际最先进的诊疗设备。

■ 阿成

当地时间 3 月 10 日，在英超第
30 轮焦点大战“双红会”中，曼联主
场2：1击败利物浦。此战过后，红魔
曼联积分榜次席的位置更为稳固，
而利物浦与曼联的分差拉大到5分。

虽然曼联主场作战，但赛前利物
浦还是稍被看好的一方，因为红军近

期状态出色战绩了得，而在首回合“双
红会”中，他们把曼联攻得十分狼狈，
穆里尼奥的“大巴”苦苦支撑才堪堪保
住大门不失。那次“双红会”，穆里尼
奥因为战术保守又一次饱受嘲讽。

曼联此次凭着拉什福德两脚干脆
利落的射门取得胜利，但这不表示曼联
踢得流畅赢得令人信服。这两个进球
并没有太多技术含量，都是后场起大脚
找高点卢卡库争头球，然后争抢第二落
点形成射门，而这也是全场比赛曼联仅
有的两次射正球门。领先后，穆里尼奥

照例摆大巴死守，利物浦下半场控球超
七成、射门9：2，场面绝对占优。

但赢球才是硬道理，这次落败的利
物浦没有讽刺对手的心情和底气，他们
防不住对手简单的长传起高球的冲击，
只能怪自己后防不力。利物浦的攻势
足球令人赏心悦目，但相对羸弱的后防
线让他们丢了不少分数，成为阻碍他们
取得更好战绩的“绊脚石”。人们喜欢
用“遇强不弱，遇弱不强”“劫富济贫”等
词语来形容利物浦的表现，这些特征其
实也是说发挥不稳定，而不稳定因素主

要来自后防线。特别在定位球和高空
球的防守方面，利物浦的表现极差。为
此利物浦主帅克洛普在转会冬窗期引
进范迪克加强球队的制空能力，但一个
范迪克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曼联此场胜利，可以用“大脚造2
球+摆大巴守3分”来总结。胜利者总
是有好心情，穆里尼奥说：“如果有人
觉得我们配不上这场胜利，我并不会
在意。”他还不忘讥讽对手“瞎控球”。
得意的穆里尼奥大概忘了，这才是他
与克洛普9次交手中的第2胜，此前8
次他1胜4平3负落下风。穆里尼奥也
许不知道怎么调教控球，但他把实用
主义玩到了极致。这种实用主义，克
洛普倒是该吸取一些的。

后防拖了利物浦的后腿

中乙冬季转会窗口关闭

海南博盈队
“压哨”再签一新援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3月9日是中乙联赛冬
季转会窗口的最后一天，当天，海南博盈足球俱乐
部宣布刘海东加盟球队。在转会冬窗即将关闭
时，海南博盈队“压哨”再签下一名新球员。

本赛季中乙联赛冬季转会窗口日期为3月1
日至3月9日。此前，海南博盈队陆续引进了6名
新援，刘海东为第7名新援。随着刘海东的加盟，
海南博盈队新赛季冬窗引援结束。7名新援的到
来，海南博盈队实力增强活力更足，争取在新赛季
取得好战绩。

刘海东是辽宁沈阳人，今年23岁，身高1米
82，司职后卫，曾效力广州恒大队和黑龙江火山
鸣泉队。刘海东曾在2010年加入广州城运队踢
球，2013年加入广州恒大队预备队，2014年升入
一线队。2017年3月，刘海东离开恒大租借加盟
中乙球队黑龙江火山鸣泉队。刘海东曾有过国青
队经历，2013年9月，他入选中国U19国青队，曾
担任队长。

省小幅油画展
在临高展出

本报临城3月11日电（记者刘
梦晓）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喜迎我国改革开放 40周年、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今天上
午，“澄杯印象”——海南省第二届
小幅油画作品展在临高文化艺术中
心展出。

本次展览由临高县委宣传部、省
美术家协会主办，共展出美术作品90
余件，均是艺术家深入一线、扎根基层
所创作的精品力作，主要展现了海南
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饱含着艺术
家们对海南热土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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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康芝集团2018年迎春
晚会盛大举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齐
聚一堂，共迎新春。当晚，全场迎来康
芝企业集团揭牌这一神圣庄严的时
刻。康芝集团董事长洪江游在致辞中
表示：“未来，康芝集团将坚持‘一体两
翼’的发展战略，以上市公司（药业板

块）为主体，以多元化、国际化产业集
群和金融板块为两翼，致力于成为提
升人类健康生活品质的国际化大型实
业集团。”

自1993年企业初创至今，康芝集
团先后布局医药、食品、婴童洗护、地产
和金融等领域，精耕细作二十五载，最

终发展成为拥有大健康相关多元化产
业的企业集团。2017年，康芝集团各
大业务板块快速发展，多家成员企业营
收稳步提升，并取得了一系列荣誉。

本次迎春晚会还延续了康芝年会
一贯的公益色彩，公益礼赞环节可谓
精彩纷呈，亮点迭出。现场首次发布

康芝集团旗下公益平台康芝红脸蛋基
金公益歌曲《红呀红脸蛋》，并邀请词
曲创作者、知名音乐人钟志刚老师现
场倾情演唱。康芝红脸蛋基金还对近
两年热忱参与公益活动的杰出志愿者
进行表彰。

爱心拍卖是康芝年会传统的保留

节目，每年拍卖所得款项都会捐赠给
康芝红脸蛋基金，用于儿童公益慈善
事业。在洪江游董事长的感召下，今
年不仅康芝高管们积极捐赠爱心物
品，康芝集团的合作伙伴及参与晚会
的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也纷纷慷慨解
囊，捐献爱心。

康芝集团迈向“一体两翼”发展新纪元
康芝红脸蛋基金公益歌曲正式发布

康芝集团董事长洪江游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