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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王
黎刚）海南日报记者从省自行车协
会获悉，2019“浩骑海岛”-胡浩邀
约 4 天环海南骑游认证赛近日结
束。几十名省外自行车“发烧友”用
4天环岛骑行了600多公里，他们得
到了海南环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有
限公司与海南省自行车运动协会颁
发的认证书。

本次活动的最大亮点是“胡浩邀
约”和“环海南骑游”。4天环海南骑
游分4个赛段，第一天骑游从海口至
琼中，距离150公里，这一赛段以平路
为主。第二天琼中至三亚，距离160
公里，这一赛段包括环岛赛的阿陀岭
皇后赛段，极大考验了业余选手的体
能和意志。第三天为三亚至博鳌，距
离196公里，以平路为主，翻越牛岭对

选手来说是个小考验。第4天为博
鳌至海口，140公里的距离以平路为
主。为了给这些业余选手鼓劲，组委
会特邀国内最具实力也是最成功的
业余车手胡浩陪同骑行。2016年，
胡浩以车队经理的身份创立了自己
的车队——森地客鑫元鸿。连续3
个赛季，森地客鑫元鸿车队在国内赛
场收获了一大批荣誉，其中包括中国
山地车公开赛和中国自行车联赛年
度个人总冠军。

海南环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环岛国际自行
车赛举办13年来，来海南沿着“环岛
赛”的轨迹骑行，已成为国内自行车

“发烧友”要实现的小目标。举办环海
南骑游认证赛是想给国内的自行车

“发烧友”一个不一样的骑行感觉，参

加这个比赛既能体会环岛骑行的快
乐，也面临一定难度的挑战。这个赛
事不排名，旨在挑战自己，同时也将为
今年10月期间举办的“中线挑战赛”
及2019环岛赛预热。

省自行车协会相关负责人说，
由知名车队牵头组织多日的大众骑
游，在国内并不多见。这种模式的
优势显而易见，在传统的多日骑游
体验基础上，融入了更系统、更专业
的配套服务，引入一定的训练模式，
这无疑增加了参与者的体验度，也
让单纯的休闲骑游变得更为丰富。
这样的模式是在尝试着打通“竞技”
和“休闲”的屏障，将各自的优势更
好地发挥出来。相比于个人骑游或
者是结伴出行，它更具吸引力也更
值得尝试。

“浩骑海岛”认证赛结束

省外“发烧友”4天环岛骑行600多公里

省国象等级赛儋州举行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9年全国百城千县

万乡全民棋牌推广工程海南省第十七届国际象棋
等级赛近日在儋州光村中国国际象棋协会训练基
地结束，比赛吸引了近200名省内国际象棋业余
选手参加。

最终，获得五级棋士组至十级棋士组冠军的
分别是苏香鸿、谢家毓、张亦奕、王子豪、易博文和
谢明言。邢晋获得了定级组冠军。2016年儋州
被评为中国第五个“全国国际象棋之乡”，同时中
国首个中国国际象棋协会海南儋州训练基地落户
儋州。儋州光村中国国际象棋协会训练基地已经
承办3次中国海南儋州国际象棋国际特级大师超
霸战，丁立人、余泱漪、侯逸凡等二十多位世界冠
军及特级大师来过基地比赛。

比赛由海南省国际象棋协会主办，海南童星
国际象棋俱乐部承办。

据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国际
排联主席阿里·格拉萨日前接受新华
社独家专访时表示，年轻的中国女排
在未来十年将是“领奖台常客”，而中
国男排要想提高需要付出更加艰苦的
努力。

里约奥运会之前，格拉萨曾经预
测中国女排将进入决赛，结果最后中
国女排真的在主教练郎平的率领下闯
入决赛并摘得金牌。谈起当初的预
测，格拉萨至今仍很高兴。他说：“当
时我并不只是想取悦中国人，我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我看过中国队的训
练，知道那些队员很年轻、很厉害，所
以我才会那么预测。现在，我想说的
是，这支队伍依然非常年轻，在未来十
年她们将是领奖台常客。”

在格拉萨看来，中国排球有中国
女排这样的奥运金牌队伍，有郎平这

样的偶像，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像朱
婷这样的明星球员对于排球运动的推
广非常重要。他说，国际排联也制作
了朱婷的小视频，让她的名字被全世
界更多的人们知道。

对于北京奥运会之后连续无缘伦
敦奥运会和里约奥运会的中国男排，
格拉萨认为，他们很有潜力，但是需要
付出艰苦的努力。

格拉萨说：“中国男排的潜力很
大，因为你们是世界上身高最高的队
伍之一，跟俄罗斯队差不多。现在的
问题是，需要提升球员的职业理念、对
这项运动的执着，以及要更加努力训
练。不存在谁比谁更强，关于胜利者
（的成功秘诀）我只知道一个词，那就
是努力。”

格拉萨认为，包括中国男排在内，
亚洲男排队伍在身体训练方面落后

了，很多还在沿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的身体训练方法，而现在必须与时俱
进。格拉萨说，国际排联会继续帮助
中国男排提高水平，比如让中国男排
通过世界男排联赛锻炼提高，让他们
有机会与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员交
手；比如帮助年轻的中国球员到巴西、
欧洲等实力更强的联赛中去见识、历
练等。

格拉萨此次来华期间，国家体育
总局局长苟仲文会见了他。格拉萨表
示，排球在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发展对
于国际排联非常重要。在南美洲和欧
洲，足球特别流行；在美国，篮球、冰球
和橄榄球非常流行，而他希望排球能
够成为亚洲最流行的运动。他这次来
华也是希望能与中国排协合作，更好
地推动排球在全中国尤其是在校园中
的普及和开展。

国际排联主席格拉萨：

中国女排未来十年将是“领奖台常客”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27日电 在
27日进行的迈阿密网球公开赛女单
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球员王蔷以4：
6、5：7不敌赛会2号种子、罗马尼亚
名将哈勒普，止步八强。

本场比赛双方展开破发大战，第一
盘前六局有五个以破发告终，哈勒普凭
借多一次破发的优势以4：2领先，随后
比分随保发交替上升，最终哈勒普以6：

4先拔头筹。第二盘战况依然胶着，不
过哈勒普展开反击，三度破发连下六
局，以7：5获得全场比赛的胜利。

在女双比赛中，中国球员张帅和
澳大利亚球员斯托瑟击败美国人斯皮
尔斯和罗马尼亚人尼库莱斯库的组
合，挺进四强。另一位中国球员徐一
璠和加拿大选手达布罗斯基则被淘汰
出局。

据新华社上海3月28日电 经过
两个月的等待，中国拳手、M23战队
的羽量级世界拳王徐灿28日终于在
上海从WBA（世界拳击协会）全球主
席门多萨和传奇拳王霍亚手中接过了
特制的WBA世界拳王金腰带。

当地时间1月26日，徐灿在休斯

敦战胜波多黎各选手罗哈斯，成为中
国第一位WBA世界拳王。按照规
定，WBA将为徐灿送上一条全新的
金腰带。不同于标准版的金腰带，这
条特制金腰带的右侧印有“门多萨主
席赠送”，而左侧印有徐灿的浮雕半
身像。

徐灿获WBA特制拳王金腰带

王蔷止步迈阿密公开赛八强

围棋快棋赛开赛

柯洁等名将“一轮游”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8 日电 （记者郑直）

2019CCTV电视围棋快棋赛28日在北京中国棋
院开赛。诸多世界冠军参与本赛争夺，柯洁、连笑
等名将在当日上演“一轮游”。

本次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制，由64名职业选手
组成本赛人员，其中包含中国最新等级分的前62
位和国家女队及国少队各一人。冠军奖金为25
万元人民币，亚军12万元。在首轮比赛几场焦点
战中，柯洁执黑不敌杨锴文，连笑负于李铭，女子
第一人於之莹在官子阶段不敌黄春棋，古力则在
一场世界冠军对决中力克周睿羊。

按照赛程，比赛第一阶段还将在中国棋院继
续举行，将战至30日下午决出比赛四强，半决赛
与决赛将于4月8日及9日在浙江平湖举行。

CBA战报
（四分之一决赛）

新疆139：125广厦

总比分新疆2：0广厦

辽宁115：95福建

总比分辽宁2：0福建

注：CBA四分之一决赛采用5场3胜制

图为选手在骑行中。 自协 摄

家装课堂

2019年3月29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张一强 主编：徐珊珊 美编：许丽房产周刊

永昌雅居位于海口滨江新
城，比邻三角梅公园、南渡江带状
公园及双创广场，优越的地理位
置为小区住户提供了优越的生活
环境。

小区由5栋建筑组成，每栋
均有21层，每层2梯6户。每层
均有三种房型，分别为：93㎡（套
内面积）的三室一厅、82㎡（套内
面积）的两室一厅和78㎡（套内
面积）的两室一厅。93㎡（套内
面积）的户型方正简约，是功能
分区合理、空间利用率高的三室
一厅一厨一卫，朝南大阳台采光
通透，为住户提供温馨舒适的居
住环境。82㎡（套内面积）的户
型设计为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空
间布局合理，住户可以一揽江
景，是采光度高、不可多得的精
致小户型江景房。78㎡（套内面
积）的户型，设计特色突出，布局
为两室一厅一厨一卫，拥有大飘

窗设计的卧室和个性化设计的
入户花园走廊。站在走廊中可
以俯瞰小区花园里的一草一木，
让居住者更近距离感受鸟语花
香。

除了优越的环境条件外，该
项目还具有便捷的交通优势，业
主通过城市主干道新大洲大道、
椰海大道、滨江路可以很快抵达
国兴商圈和城南商圈。

永昌雅居倾情为您打造“入
则宁静，出则繁华”的优质住所，
优雅别致的小户型江景房将成为
您的舒适雅居。 （广文）

一套照片成为多套房源共用的
“实景”、相同房源价格相差数十万元、
10个房源半数是假的……一些房产
中介通过发布虚假房源、伪造房屋交
易价格等方式，诱导购房者、租房者上
钩。记者调查发现，房产中介发布虚
假信息的现象在许多房产信息平台上
存在，扰乱了房地产交易市场秩序，亟
待加强规范管理。

记者近日在山东济南等地调查发
现，房产中介发布虚假房源的现象普
遍。这些虚假房源往往具有“高性价
比”，有的与正常房屋售价或租金偏离
20%以上，有的“装修豪华”其实根本
不存在，却被中介明目张胆地挂在房
产信息发布平台上。

中介为何要发布虚假房源？“为
的是先用‘条件好’‘价格低’的假房
源把客户吸引过来，获得客户的电话
和微信后，可以精准推销位置、价格

相近的房源。”一位中介人士说，行业
内都这样，他不这样做很难吸引到客
户。

记者调查了解到，在诸多平台
上，房产中介经纪人不仅会以自身名
义发布房源信息，有时还会假冒个人
卖家，以“个人房源”名义发布信息，
诱使购房者、租房者打电话咨询。“被
发现是假的也不要紧，要紧的是拿到
这些人的电话号码。”一位赵姓业内
人士说。

多位市民表示，不敢轻易拨打网
络上中介机构的电话进行咨询，否
则会经常接到各类房产机构的电
话。

除了吸引客户、获取电话外，业内
人士告诉记者，发布虚假的价格信息
还能起到引导市场价格、诱导客户尽
快成交的作用。比如在房价上涨期
间，可发布部分高于市场价格的房源
信息，并告诉有成交意愿的客户这一
小区房价在快速上涨，不尽快签约可
能错失机会，以此刺激客户迅速作出

决定。
房产中介虚假房源等问题在不

少地区已成为房地产领域投诉的热
点。

山东正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隋
庆认为，《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明
确规定，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
经纪人员不得“以隐瞒、欺诈、胁
迫、贿赂等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
同时部分房产中介人员将客户电
话转卖等行为，也严重侵害了消费
者权益。

“不能让网络平台成为虚假信息
的集散地。”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
协会秘书长李刚说，房产信息发布平
台应强化审查义务，对发布虚假信息
的中介机构和个人给予一定期限内
禁止登录和发布信息的处罚。同时，
平台若未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主管部门也
应保护消费者权益，责令平台依法承
担相应的责任。

（据新华社电）

以高性价比房源“钓”客户

中介虚假信息泛滥何时休？
“真的！是一套房富力挺

你”锦鲤颁奖典礼近日在海南
富力湾举行。一位来自山西
的95后女大学生，获得了终极
大奖，拿下一套海景房 20 年
使用权和“澳大利亚+马来西
亚+柬埔寨+海南岛”的三国
一岛游。

今年，富力集团携手《明日之
后》游戏等公司举办以“明日之
后，等你回家”为主题的游戏素材
征集活动。这场强强联合的跨界
盛事，以“一套海南富力湾海景公
寓20年使用权＋三国一岛双人
游＋《明日之后》全服定制称号”
作为终极大奖，吸引了全国过亿
的关注量。

活动上线覆盖了微信、微

博、网易新闻客户端以及快手、
网易大神、西瓜、美拍、火山、
抖音等平台，视频播放量累计
近 4 亿次，活动参与人数超过
20万。

近日，活动终极抽奖开启，超
过20万人在线观看，最终一位微
博号为“啾啾长萝北了”的游戏玩
家获得了本次活动的终极大奖，
成为最幸运的"锦鲤"。

本次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次跨界合作引发房产、互联网
以及游戏行业众多人士的关
注。本次活动以"房"和"家"为
链接点，帮助玩家在现实和虚拟
世界中拥有“美好的家园”，俘获
了众多游戏玩家的关注。

（广文）

95后大学生成幸运“锦鲤”
获得一套海景房20年使用权

选对窗帘，让家更美
窗帘是一道流动的风景。优雅美观的窗帘

可以遮阳隔热、调节室内光线，是优质的家居装

饰品。

客厅主要承担着会客和娱乐休闲的功能。如

果居住者经常在客厅看电视，建议选择具有遮

光、隔热功能的厚棉麻或涤纶材质窗帘。如果想

让客厅光线更加明亮充足，则可以选择浅色调或

透光性比较强的薄布、轻纱窗帘，有镂空的布料

也是不错的选择。

卧室窗帘有多种选择。老人房的窗帘要考

虑隔音和遮光的效果，因为很多老人的睡眠质

量不是很好，棉麻或绒面类等质地较厚的窗

帘，隔音和遮光效果比较好，平时也比较方便

清洗和打理。年轻人的卧室则可以选择清新

自然色调的窗帘。此外，卧室窗帘也可以根据

房间的朝向做出选择，南向卧室可以选择遮

光、隔热、隔音效果比较好的绒面材料窗帘；北

向卧室的窗帘则要注意隔音、遮光效果。

升降式布帘的外形较平展，没有褶皱，可以根

据光线的强弱上下升降。这种款式的窗帘一般适

用于书房、厨房和洗涤房。

大面积的落地窗或飘窗前，可以使用避光

性较好的窗帘，既不影响空间的开阔感，又可挡

住强烈的太阳光，为您营造安静舒适的生活环

境。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恒大美丽沙，传承一城书香文脉，
枕繁华入眠，与名校为伴，智启孩子美
好未来。

学府入驻，近在咫尺
海南华侨中学美丽沙分校、海口

市滨海九小美丽沙分校、海口市美丽
沙幼儿园三公立学府入驻为邻，悦享
优教资源。

三公立学府咫尺之邻，从家门到
校门步行即可轻松抵达。业主每天清
晨可目送孩子进入校园，傍晚在园区
等孩子下课。夜幕下，一家人可漫步
十里滨海长廊，父母可以用更多时间
陪伴孩子成长。

择居恒大美丽沙人文书香社区，
让孩子从小浸润在人文氛围中，在书
香熏陶下健康成长。

繁华深处，静谧居所
项目北邻琼州海峡，南接城市地

标世纪大桥，九重层叠式唯美园林设
计，约30万㎡循环内海（建设中），为
业主敬献“会调养的社区”。

恒大美丽沙
一席人居，全城竞藏，在经纶汇聚

之地，在朗朗书声间，滋润孩子的成长
之路，选择恒大美丽沙，点亮菁英未来。

3300亩品质湾城 致献美丽人生
10里醇美海岸 对望一城繁华
建筑面积约266-566㎡水岸别墅
海口市美丽沙幼儿园
海口市滨海九小（美丽沙分校）
海南华侨中学（美丽沙分校）
三公立学府为邻
实景样板间 恭请品鉴

全员营销月，“墅”造美丽人生，恒
大美丽沙感恩回馈升级，建筑面积约
270-566㎡水岸别墅，购房低至78折
（房号：04-T-T27C），优惠日期截止
到2019年3月31日。恒房通推荐购
房享额外95折，再送30000元购房
券，老带新成交赚2%现金奖励，仅限
本月。详情请咨询售楼处。 （广文）

书香满邻，演绎理想人居

房·热点

永昌雅居：
入则宁静，出则繁华

广告
联系

李亚丹 1397607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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