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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招标项目海南日报社印刷厂2018-2019年度润版液采购项
目和废旧 PS 版处置项目（项目编号：HNRBYSC- 2018- 3，
HNRBYSC-2018-4）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
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评议，中标结果如下：

润版液采购项目：
第一中标人：海南友力润商贸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人：杭州濠江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废旧PS版处置项目中标人：海南隆冠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中标公告期：2019年1月22日至2019年1月24日，如对中标

人有异议的，可在公告时限内向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公开采购委员
会署名投诉。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陈先生0898-66810838

海南日报社印刷厂2018-2019年度润版液采购项目和废旧PS版处置项目中标公告

公 告
海口龙华金新隆铁艺不锈钢加工店、海南鲁通国际建筑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海口闽泉海石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海南万象

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海口美兰星鑫焦点广告装饰工程部、中信建

筑设计（海南)研究院：

由于贵司联系方式及联系地址变更后没有通知我司，致使

我司无法联系贵司。贵司可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与我司取得

联系。

若贵司未在上述时间内与我司联系，最终致使贵司利益受

损的，相应的损失将由贵司自行承担。

特此通知。

联系方式：关先生 18078929663

海南永庆生态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公 告
项目各参建方、施工相关方：

绿色长廊二期工程施工3标段 项目已于2016年4 月22日完
成竣工验收，我司将在该项目竣工验收完成后，依合同约定退还该
项目履约保证金，共计2189198.13元。如对项目工程款支付存在
纠纷、异议、诉讼仲裁等，请该项目各参建方、施工相关方在本公告
发布后7日内向我司提出书面情况说明，具体如下：

1）如在本公告期限内提出异议，则我司暂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
并督促本项目承包人海南联合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尽快解决异议，待无
异议或异议消除后，按照合同约定和相关要求退还履约保证金。

2）如在本公告期限内未提出异议，我司将按照合同约定和相
关要求退还履约保证金。逾期未提出异议的，视为项目各参建方、
施工相关方放弃督促解决异议的权利，由此造成的任何损失、纠纷
等风险和责任概由该项目承包人海南联合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承
担，与我司无关。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兆捷
联系电话：66527622 66756061 13876378585
联系地址：海口市世纪广场路1号海口市城建集团三楼

海口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3日

关于在琼州海峡500kV海底电缆路
由扫海过程中发现海底线缆的公告
我公司正在进行南方主网与海南电网第二回联网工程海底

电缆建设，我公司已于2018年9月取得了海底电缆的海域使用
证，并办理了海缆敷设许可批复。在敷设海底电缆前必须要将
路由内海床上的杂物进行清理,2019年1月20日我公司在批准
海域内进行扫海作业过程中，意外发现一段海底线缆，该处坐标
为：（北纬20°03’0.975”，东经109°57’44.265”）。在海底电
缆路由勘察、申请海域使用及海底电缆敷设许可过程中，我公司
未被告知本工程海底电缆路由区内存在海底光缆、海底电缆或
其它海底管线。为避免损伤已有海底线缆，同时保证500kV海
底电缆按计划施工。我公司经多方寻查仍无法找到该线缆的权
属方，现登报向全社会公告寻找，请权属单位在公告发起之内2
个工作日内与我公司取得联系，否则按无主物处理。

联系人：曾德强13907695008
海南联网二回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4日

公 告
项目各参建方、施工相关方：

海口市椰海大道C段2标段市政道路工程项目已于2018年
10月15日完成竣工验收，我司将在该项目竣工验收完成后，依合
同约定退还该项目履约保证金，共计15,738,239.73元。如对项
目工程款支付存在纠纷、异议、诉讼仲裁等，请该项目各参建方、
施工相关方在本公告发布后7日内向我司提出书面情况说明，具
体如下：

1）如在本公告期限内提出异议，则我司暂不予退还履约保证
金，并督促本项目承包人海南第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尽快解决异
议，待无异议或异议消除后，按照合同约定和相关要求退还履约
保证金。

2）如在本公告期限内未提出异议，我司将按照合同约定和相
关要求退还履约保证金。逾期未提出异议的，视为项目各参建
方、施工相关方放弃督促解决异议的权利，由此造成的任何损失、
纠纷等风险和责任概由该项目承包人海南第三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承担，与我司无关。 特此公告。联系人：张兆捷

联系电话：66527622 66756061 13876378585
联系地址：海口市世纪广场路1号海口市城建集团三楼

海口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2日

海口举办公益夜徒活动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王黎刚）1月23

日晚，近400名参与徒步活动的市民陆续从万绿
园西门起点出发，兴致勃勃地欣赏沿途的美景、呼
吸着清新的空气，绕着万绿园一圈，途经会展中
心，进行长达6公里的夜间公益徒步活动。

“海口的夜晚非常漂亮，尤其是滨海大道这
里，灯光非常迷人，希望这种活动可以多搞，更多
的宣传公益和文明出行理念，对小朋友们也是一
种教育，同时对我们海口旅游和城市品牌的建设
也是一种宣传。”参加活动的陈女士说。

面对市民、游客的称赞，主办方工作人员说，
本次活动的目的在于提高城市居民体育健身意
识，大力发展群众体育的同时，积极响应文明大行
动，扩大文明行动的宣传和践行力度。徒步是一
桩简单而又朴素的事情，它源自人类的本能也是
人类活动的必需，它既可以是一个人安静地完成
也可以是一群人欢快的行程。

本次活动由海口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主办。

海南太古可口可乐
助力海口迎新跑活动

本报讯“奔跑2019”迎新跑暨市民互动日活
动近日在海口市民游客中心举行，活动吸引了
1000多名市民报名参与。

参与者围绕世纪公园挑战3公里，沿途领略
周边美景，用运动展现海口文明风貌并迎接新年
的到来。海南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作为本
次活动的赞助商，为市民带来了一场充满活力和
欢愉的迎新跑活动。为了给参与者提供能量，该
公司在中途加油站设置了补给点，紫色闪闪的“纯
悦”和畅爽怡神的“可口可乐”为参与者带来了力
量。据了解，海南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除
了赞助活动用水，还为活动互动环节提供了可口
可乐纪念品，让整个活动更加丰富多彩，也让参与
者在活动中收获快乐。

来自海南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公共事
务及传播部经理刘怡汐表示，海南太古可口可乐饮
料有限公司携手“纯悦”品牌助力本次迎新跑活动，
通过运动、互动的方式对外展示海口市民游客中心
的风采，扩大市民游客中心的影响力，并弘扬健康
向上的生活方式，为市民带来新的体验。 （小峡）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王
黎刚）经过5天96场的比拼，2018海
口市“体校杯”青少年足球赛23日在
海口湾结束。海口景山学校二队和琼
海中原中心学校A队分别摘得U10
组和U12组冠军。

海口市英才小学和洋浦名贵青训
夺得U0组亚军和季军。其中，海口
景山学校二队刘易以36球赢得本组
最佳射手。绿茵旋风队以19217票摘
得线上最佳人气团队奖。

U12组决赛争夺在临高县和舍中
心学校和琼海中原中心学校A队之间
打响，琼海中原中心学校A队以2：1战
胜对手，最终摘得该组冠军，临高县和
舍中心学校和海口市长流中心小学分
别夺得亚军和季军。海口市桂林洋中

心小学的张兴志以18球摘得本组最佳
射手。线上最佳人气团队奖由琼海中
原中心小学A队以18111票摘得。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比
赛是海口市体育运动学校搭建的一个
全新的高水平青少年足球交流平台，
有效推动海南校园足球的发展。海口
市体育运动学校将花大力气把“体校
杯”打造成海口青少年的品牌足球赛
事。通过比赛选拔优秀的足球苗子进
行培训，为海口、海南足球输送品学兼
优、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且具有足球
专长的优秀后备人才。

据悉，比赛开赛前组委会进行了
线上的最佳人气团队评选活动，该活
动得到了各球队的热捧，短短几天，票
数就近10万张，浏览量破20万。

培养后备足球人才
海口市“体校杯”青少年足球赛收兵

本报营根
1月 23 日电
（记者于伟
慧 通讯员
陈 欢 欢
陈泽汝）23

日下午，2019 海
南琼中国际青少年足

球邀请赛决赛在三月三广
场举行，琼中女足后来居上，
以2：1战胜瑞典AIK队，夺得
女子16岁组冠军。巴西帕尔
梅拉斯代表队赢得了男子12岁
组冠军，日本代表队收获了男
子15岁组冠军。琼中女足队

员王敏慧获得了最佳球员奖。
在4天的时间里，来自17个国家

和地区的21支球队，用精湛的技术、
顽强拼搏的精神，为观众奉献了一场
具有魅力的足球比赛，同时也记录了
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足球梦。此外，
1月23日和24日，各国球队将分赴海
口、三亚进行文化交流活动，感受海南
文化的魅力。

在女子16岁组的决赛中，琼中女
足和瑞典AIK上演强强对决。瑞典
AIK先发制人，进了一球，1：0领先。
琼中女足不甘示弱，凭借默契的配合
和个人技术展开了猛烈的反攻，连进
两球。最终，琼中女足以2：1的夺得

冠军。
颁奖仪式过后，获奖队伍乘彩车

从三月三广场开始巡游，乘坐彩车的
球队依次为琼中女足队、日本队、巴西
帕尔梅拉斯队和瑞典队，巡游过程中
获奖队员欢呼雀跃，热情地和街道旁
的观众打招呼。

“在自己家乡夺冠是一件很自豪
的事情，能和各个国家的球员在家乡
踢国际足球比赛，不仅过瘾还很自豪，
还能学习到其他国外球队的长处，对
今后的训练和比赛都有很大的帮助。”
琼中女足队员王敏慧说。

据了解，本次比赛琼中共派出12
岁的女队、12岁的男队和16岁的女

队3支球队参加比赛。其中，12岁组
的两支队伍成立2年，今年是他们第
一次参加大型赛事，12岁的琼中女
足小将参加的是男子组比赛，虽然没
有取得好的成绩，但是却有着不俗的
表现。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琼中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战略，以做大做强“琼中女足”品牌为
目标，以发展校园足球特色文化为抓
手，深入践行“体育扶贫”理念，自
2006年开展校园足球工作以来，“琼
中女足”为祖国、为海南、为琼中争得
了荣誉和骄傲，填补了海南女子足球
队的空白。

2019海南琼中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收官

琼中女足逆转夺16岁组冠军

关注亚洲杯

新华社阿布扎比 1月 23日电
（记者树文 王浩宇）24日，面对实力
明显在我之上的伊朗队，国足唯有
一拼，方有一线生机。

必须承认，目前这支伊朗队，
应该是本届亚洲杯最大的热门之
一，他们的表现超过了日本、韩
国、澳大利亚等强队，唯有卡塔尔
可以和他们媲美。4 场比赛进 9
球失 0 球，16 强赛唯一可以净胜
两球，这就是伊朗队在目前的本
届亚洲杯赛的强势表现，阿兹蒙等
选手的发挥可圈可点。451 或者
4141 的阵型，奎罗斯的球队打得
非常娴熟。与之相比，中国队则处
于较明显劣势。

尽管国足主帅里皮自己也称赞
伊朗队是亚洲最强的，实力在中国
队之上，但这位世界级名帅肯定不
会就此放弃。

是攻，还是死守？将很可能成

为里皮的选择难题。如果一味死
守，一旦阵型被伊朗人压扁，丢球只
是时间问题。国足很有可能在两个
半场头15分钟抢个开局，剩下就主
要靠众志成城的防守。

由于张琳芃的累积黄牌，国足
后防缺少了一员大将，而后防核心
冯潇霆的伤势也令人担忧。这种情
况下，没准中国队再现5后卫阵型，
可以预计，禁区前沿、两个肋部，都
有可能成为对手进攻的突破点。而
三个中卫的防守默契和补位可能成
为本场比赛的关键。

中场方面，郑智可能继续担任
首发，而吴曦、蒿俊闵、池忠国三人
的选择则要看里皮的战术思路了。

锋线上，有伤在身的武磊、郜林
有可能继续首发。可以预料到的
是，本场中国队机会不会很多，前锋
们把握机会的能力，将成为中国队
的胜负手。

中国VS伊朗四分之一决赛前瞻

劣势下国足唯有拼字当头

经过两轮的激烈角逐，2019年
“环岛赛杯”海南新闻界足球赛近日在
海口龙华区头铺村猎豹足球场收兵。
海南深蓝队技高一筹夺得冠军。

比赛采用五人制，在首轮对角逐，
海南深蓝队战胜了福兴医院媒体联
队，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队力克海南省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队。决赛是在
海南深蓝队和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队之
间进行，最终海南深蓝队战胜海南广
播电视总台队，赢得了本次比赛的冠

军。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队、福兴医院媒体联队分列第3名和
第4名。

据了解，足球运动是海南新闻界
老编老记最喜欢的项目之一，海南广
播电视台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多次组
队参加省直机关足球赛。福兴医院媒
体联队每周都要踢一到两场五人制足
球对抗赛。本次比赛得到海南环岛公
路自行车赛有限公司的支持。

本报记者 袁琛 摄影报道

老编老记赛足球
“环岛赛杯”海南新闻界足球赛结束

男子12岁组
第1名 巴西帕尔梅拉斯

第2名 泰国

第3名 巴西VERB

第4名 印尼

男子15岁组
第1名 日本

第2名 乌干达

第3名 韩国

第4名 乌兹别克斯坦

女子16岁组
第1名 琼中女足

第2名 瑞典AIK

第3名 白俄罗斯

第4名 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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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区
韩国对卡塔尔（25日）

阿联酋对澳大利亚（26日）

24日

日本VS越南
CCTV-5 21：00直播

25日

中国VS伊朗
CCTV-5 00：00直播

赛事预告

八强对阵形势

上半区
伊朗对中国（25日）
日本对越南（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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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项取突破

张帅女双首进澳网决赛
新华社墨尔本1月23日电（记者岳东兴 郝

亚琳）23日晚，拼到接近当地时间零点时分，伴随
着罗德拉沃尔球场内观众们的欢呼声，张帅躺倒
在地，仰望夜空，庆祝自己生涯第一次闯进大满贯
赛女双决赛。

作为正赛签表里唯一还在征战的中国队“金
花”，张帅当晚与澳大利亚老将斯托瑟组成的跨国
组合，经过2小时36分钟的激战，以7：5、4：6和
7：5击败了捷克搭档斯特里科娃/冯德劳绍娃，闯
入澳网决赛。

决赛中，她们将面对卫冕冠军、赛会二号种子
匈牙利的巴博什与法国的姆拉德诺维奇。

此前，张帅在她的主项女单比赛中惜败6号
种子、乌克兰姑娘斯维托丽娜，止步32强。“三线
作战”的她随后还参加了混双比赛，与澳大利亚选
手皮尔斯搭档，但未能晋级第二轮。

不过，在女双赛场，刚刚度过30岁生日的张
帅，与34岁的澳大利亚前女单“一姐”磨合得愈发
默契，二人一路连战连捷，曾在四分之一决赛爆冷
淘汰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捷克组合克赖奇科娃/西
尼亚科娃，闯入23日的半决赛。这也是她和斯托
瑟继去年美网闯入四强后，连续第二个大满贯赛
进入女双半决赛。

对于单打和双打间的平衡，张帅此前曾表示，
力争让两个项目能够相互促进。“单打和双打，我
都希望能打好。只要上场，我就会全力去拼，不管
是什么比赛，不管是对谁。”

在23日晋级决赛后，张帅将向着她生涯的第
一个大满贯赛女双冠军发起冲击。

23 日，琼中
女足2：1力克瑞
典AIK夺得16岁
组冠军。

本 报 记 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秦海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