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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王黎
刚）经过4天的激烈角逐，2018年全国五
子棋精英赛7日在海口收官。四川棋
手表现出色，包揽了男女组个人冠军。

全国五子棋精英赛是国内五子棋

水平最高的比赛，男女组各12名棋手
参加，其中包括几名世界五子棋冠
军。参加本次比赛的棋手分别是
2018年全国五子棋公开赛男女组前3
名、2017年全国五子棋精英赛男女组

的前3名、2017年全国五子棋锦标赛
男女组前5名。由于海南是东道主，
海南省五子棋协会选派男女各1名棋
手参加。

本次比赛行棋规则采用国际连珠

联盟最新审定的索索夫8规则，采用
单循环制，进行11轮。最终，四川棋
手祁观以8胜积10分的成绩夺得男
子组冠军。另一名四川棋手李小青以
7胜积7.5分的成绩赢得了女子组冠

军。他俩分别赢得了6000元奖金。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

动管理中心和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厅主办，海南省五子棋运动协会
承办。

全国五子棋精英赛海口收官
四川棋手包揽男女组冠军

本报三亚10月8日电（记者易
宗平）由三亚市人民政府主办，以“美
丽三亚，健康瑜伽 ”为主题的第二届
三亚世界瑜伽交流大会，10月7日
在该市天涯海角景区开幕。

印度瑜伽大师巴拉特·布衫、马来
西亚瑜伽大师古儒·蓝日川、尼泊尔瑜
伽名师巴特瑞·亚缇等，现场与瑜伽
爱好者交流心得，并示范动作要领。

“天涯海角真是人间仙境。”作为
华侨的古儒·蓝日川连声点赞，他熟
练地运用中文、英文阐述瑜伽文化与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相通之处，认为
瑜伽文化丰富了健康文化的内涵。

面朝大海，近千名瑜伽爱好者尽

情地展示身姿。表演结束后，人们纷
纷以天涯海角巨石为背景拍照留念。

“这里环境优雅、空气清新，是练
习瑜伽的好地方！”来自中国台湾省
的游客张咏禔一边收拾放在沙滩上
的物品，一边感慨地说，“今后要多到
三亚旅游。”

第二届三亚世界瑜伽交流大会
持续到10月9日。期间，组委会组
织瑜伽大师及学员们在亚龙湾会议
中心、瑜伽村和三亚最具代表性的景
点，开展瑜伽培训及户外教学，并在
凤凰岛举办2018中国（海南）国际瑜
伽高峰论坛，提出创建世界瑜伽联盟
等倡议。

广告

公告
为保障桥梁安全，根据桥梁施工的需要，将于

2018年10月8日至2018年12月31日对桂林洋立交

桥及灵桂大道一桥进行半幅全封闭施工，届时将对该

桥梁路段进行交通管制。途经该路段车辆请按交通指

示牌或现场交通警察的指示绕行，不便之处，尽请谅

解。

特此公告

海口市桥梁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8年9月28日

海南京海拍卖股份公司拍卖公告
我司受京润公司委托定于2018年10月16日10时在海口市文华

路君华海逸酒店二楼贵宾厅公开拍卖下列资产：1、三亚京润珍珠文化
馆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以及项下三亚市吉阳大道11319.11m2土地
和4348.09m2房产使用权。起拍价1.5亿元，保证金1500万元。2、海
南京润珍珠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以及项下三亚市凤凰镇凤凰机场
出口路西侧24866.52m2土地和14304.12m2房产使用权。起拍价3.99
亿元，保证金4000万元。提示：1号标的已许可新建13056.58m2建
筑；2号标的有他项。已批准新建23731.18m2建筑（含现状指标）。现
状拍卖，整体优先。股权转让税费按规定各自承担。展示及办理竞买
手续时间：2018年10月15日12时前，以保证金到账为准。

拍卖人：海南新京海拍卖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海口市世贸东路世贸中心F座906室
电 话：18889289611 0898-68534238

（第20181016期）
罗牛山广场一期项目建筑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罗牛山广场一期项目位于滨海大道北侧，属《海口市秀英港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C0801地块范围。本次申报项目拟建2栋地
上18-20层，地下1层商住楼，送审方案指标符合控规。建筑退东侧
用地红线为12.81米，满足10米的最小退线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
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
10个工作日（2018年10月09日至10月22日）。2、公示地点：海口
市规划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ghw.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
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
2056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城市设计处，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
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
话：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0月09日

中标公示
工程名称：联投·海棠韵公寓软装采购与安装工程采购招标
招 标 人：三亚联投海棠置业有限公司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深圳市金凤凰家具集团有限公司
中标价格：5108328.00元
第二中标候选人：东莞市皇威家具有限公司
中标价格：4824081.00元
第三中标候选人：上海海祥家具有限公司
中标价格：5199620.00元
开标时间：2018年9月30日10:00
此中标公示期为3日，若对上述公示有异议，可到招标人处

（联系人：朱先生，电话：027-84238888）进行质疑。
招标人：三亚联投海棠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9日

新华社大阪10月8日电（记者
韦骅 严蕾）2018女排世锦赛第二阶
段8日继续进行，中国队在F组第二
轮中3∶0完胜阿塞拜疆，取得这一阶
段的两连胜。

相对于此前的六场比赛，中
国队本场比赛赢得较为轻松，三局
比分分别为25∶17、25∶16和25∶
17，袁心玥得到全场最高的17分，
其中扣球17中10，另有2次拦网
和5次发球直接得分。龚翔宇、
朱婷分别得到13分和11分。

在世界大赛中，

中国队此前与阿塞拜疆共交锋四次，
中国队保持全胜。在世锦赛的舞台，
中国队曾与对手在2006、2014年有
过碰面。在第一阶段，中国队以四胜
一负的成绩晋级，阿塞拜疆两胜三负

位列C组第四。
本场比赛，中国队继续上一场的

首发阵容：主攻朱婷、张常宁，副攻袁
心玥、颜妮，接应龚翔宇，二传丁霞和
自由人王梦洁。

第一局比赛，经过初始
阶段的僵持后，中国队在后
半段拉开比分。在袁心玥的
发球轮，中国队连拿5分，中
国队23∶16奠定优势，并以
25∶17拿下首局。

第二局较量，袁心玥发
球连得三分，中国队打出7∶2

的开局，尽管阿塞拜疆曾将分差缩小至
14∶16，但朱婷、龚翔宇、张常宁连得3
分，中国队守住优势，进而再下一城。

在第三局中，经过短暂的落后
后，中国队很快12∶10反超比分。中
国队此后继续扩大优势，以24∶17夺
得赛点，朱婷一击命中，中国队3∶0
拿下比赛。

中国队9日将休息一天，并在一
天后面对实力强劲的上届冠军美国
队。美国队在8日3∶0战胜土耳其，
其主教练基拉里也在现场观看了中国
队比赛。

中国队轻取阿塞拜疆获两连胜关注女排世锦赛

新华社大阪10月8日电（记者
韦骅 严蕾）8日中国队在女排世锦
赛第二阶段的比赛中3∶0击败阿塞
拜疆，从比赛过程来看，这场较量算
是中国女排自开赛以来打得最顺的
一场。赛后球队主教练郎平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打谁都要拼命。

三局比赛，中国队没有一局让阿塞
拜疆队得分超过20分，这在开赛以来
还是第一次。“还是按照我们准备的去
打，主要是拦她们的高球，这一环节来

讲我们还可以，但今天拦她们的快攻
还不够。”郎平在评价球队发挥时说。

较之以往，中国队当天在发球环
节有所改善，共有7次发球直接得
分，其中袁心玥一人就贡献5次。但
对此郎平并不是特别满意：“发球只
是个别人还行，我觉得对手可能还不
适应我们发球，我看其实她们前两场
一传到位率还是可以的。”

目前在第二阶段中国队排在F
组第三位，除了已经赢下的泰国、阿

塞拜疆，中国队还要先后与两大强敌
美国、俄罗斯队交锋，至少拿下其中
的一场，中国队才能在通往六强赛的
道路上占据主动，因此真正的考验还
在后面。面对中国队，美国队也格外
重视，其主教练基拉里在美国与土耳
其的比赛结束后并未离开，而是继续
留在场馆观看了中国队比赛。

作为主教练，郎平对于球队的处
境当然有着清醒的认识：“现在形势
挺严峻，就是每一局、每一分我们都

要算，所以不管发生什么都要顶在
那，因为你不知道后面谁让谁了。”

“我觉得不管谁，打谁都要玩命，
每分都要计较。”郎平说。

继上一场比赛龚翔宇状态爆发
之后，此役“轮到”袁心玥表现抢眼。
赛后新闻发布会现场一位外国记者
提问让郎平点评两名球员的发挥，郎
平用英语回答道：“这是两名年轻的
球员，希望她们在今后重要的比赛面
对强手时，可以继续成长、积累经验。”

新华社大阪10月8日电 （记
者韦骅 严蕾）卫冕冠军美国队将在
10日的女排世锦赛第二阶段的比
赛中对阵中国队，这是继2014年世
锦赛决赛之后，两队在这一赛事中
的又一次交锋。美国女排主帅基拉
里8日表示，中国队是一个很棒的
对手。

8日的比赛中，美国队较为轻
松地以 3：0击败土耳其，将开赛
以来的全胜战绩延续到7场。谈
到下一个对手中国队，基拉里给
予很高评价：“中国队是一支伟大
的球队，也是一个很棒的对手。中
国队在主教练郎平的调教下训练有
素，而且她们还拥有世界最佳球员
之一的朱婷，所以这不会是一场轻
松的比赛。”

但当有记者问基拉里对中国
队了解如何时，他却打起了太
极：“我想先在本场胜利中沉浸
一会，然后再去想两天后与中国
队的比赛。”

在第二阶段，中国与美国队
同处 F 组，本组前三名将进入六
强赛。

美国女排主帅：

中国队
是个很棒的对手

省老年人太极拳（剑）
比赛开赛
300多老年选手参加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王黎刚）2018年
海南省老年人太极拳（剑）比赛8日在海口开赛。
本次比赛吸引了海口、三亚、儋州等27个代表队
的300多名老年太极拳（剑）爱好者参加。

本次比赛分为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集体项
目设42式太极拳竞赛套路和其他各式太极拳。
个人项目设男女24式简化太极拳、男女42式太
极拳竞赛套路、男女其他太极器械。个人项目按
选手年龄分为中年组（45岁以上）和老年组（60岁
以上）。集体项目按照参赛队数的比例设一等奖
（20%）、二等奖（30%）。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比赛旨在推广
太极文化，重在参与，乐在交流。

本次比赛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
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

三亚世界瑜伽交流大会举行

千人天涯海角秀瑜伽

赛事预告
（10月 10日）

荷兰VS巴西

9：40

保加利亚VS泰国

12：20

意大利VS俄罗斯
15：10

中国VS美国

18：20

（以上比赛均由CCTV—5直播）

白沙七坊镇中心学校
游泳普及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由海南众量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的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中心学校游泳普及
培训班，近日开班。该校三年级至六年级共计
900名学生参与此次游泳普及培训。

主办方安排专业的游泳培训教练员根据游
泳教案进行分时段、分班培训，安排救生人员和
医疗人员驻场，并为参加本次培训活动的学生购
买保险。

据了解，七坊镇中心学校作为白沙第一个游
泳普及培训教学试点学校，将发挥试点示范作
用。白沙未来将根据实际情况统筹规划，在全县
范围内推广游泳普及教育。到2020年，实现全县
中小学毕业生人人会安全游泳的目标。 （体讯）瑜伽爱好者在三亚天涯海角景区“天涯”石旁练习瑜伽。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中国队袁心玥（上左）和朱婷（上右）在和阿塞拜疆队的比赛中拦网。 新华社发

WTA总裁：

WTA见证了
中国网球运动的进步

新华社天津 10 月 8 日电 （记者张泽伟）
WTA（女子网球协会）天津公开赛开幕之际，
WTA总裁米奇·劳拉8日接受采访时说，WTA
系列赛事见证了中国网球运动的进步。

今年是天津公开赛举办的第五个年头。“过
去的四年，天津公开赛取得了非常快速的发展，
总奖金从25万美元提升至75万美元，包括莎拉
波娃、科维托娃等名将都来天津参赛。这些不可
思议的进步，反映了网球在中国的发展，也反映
了WTA在中国的成长。”劳拉说，作为一个非中
国籍人士，能够目睹并参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感到很荣幸。

在她看来，网球赛事推动中国网球运动的发
展是显而易见的，此外，赛事对于区域的发展也有
相当的贡献。“天津公开赛举办地静海，通过
WTA赛事的平台和窗口，走向世界，被越来越多
的人了解和关注。”劳拉说，其他赛事也一样，如中
国公开赛坐落于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武汉公
开赛位于光谷等。

天津网球公开赛首轮

普利斯科娃苦战过关
新华社天津10月8日电（记者张泽伟）前世

界第一、捷克名将普利斯科娃刚刚结束了中网的
赛事，8日又出现在WTA天津公开赛的赛场，但
她在首轮中打得并不轻松，苦战两个半小时才以
6∶2、6∶7（3）、6∶3过关。

普利斯科娃目前世界排名第六，是本届天网
的头号种子选手，而她首轮对手美国姑娘勒普琴
科排在百名开外，双方的实力差距明显。普利斯
科娃在首盘轻松地以6：2获胜，但勒普琴科在第
二盘状态回升，紧咬比分，一直将比赛拖入抢七。
普利斯科娃的力量和准确度下降，以3：7输掉了
抢七。在决胜第三盘，普利斯科娃提升了状态，以
6：3赢得胜利，保持了对阵勒普琴科的不败战绩。

中国本土球员段莹莹当天对阵排名比自己
高近100位的克罗地亚选手马尔蒂奇，比赛一开
局，段莹莹发挥稳定，很快以6∶3拿下首盘，随后
马尔蒂奇以同样的6∶3还以颜色。第三盘的比
分交替上升进入抢七，段莹莹以3∶7丢掉抢七，
无缘晋级。

赛会5号种子、中国台北选手谢淑薇以7∶6
（4）、7∶5力克澳大利亚球员汤姆贾诺维奇，取得开
门红。她下一轮将对战俄罗斯人库德梅托娃，后
者当天以5∶7、6∶1、7∶5险胜前赛会冠军里斯克。

其他单打比赛中，波兰选手里内特以2∶6、6
∶1、6∶4战胜俄罗斯选手罗迪娜，刘方舟以6∶0、
1∶6、6∶4战胜袁悦。

郎平：打谁都要玩命！

西甲战报（第8轮）

巴伦西亚 1∶1巴塞罗那

塞维利亚2∶1塞尔塔

马德里竞技 1∶0皇家贝蒂斯

巴拉多利德 1∶0韦斯卡

比利亚雷亚尔 1∶3西班牙人

意甲战报（第8轮）

国际米兰2∶1斯帕尔

那不勒斯2∶0萨索洛

AC米兰3∶1切沃

帕尔马3∶1热那亚

亚特兰大0∶1桑普多利亚

拉齐奥 1∶0佛罗伦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