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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省助人为乐模范候
选人（10名）

郑文泰，男，印尼归侨，1945年8月
出生，海南省万宁兴隆热带花园董事
长、总经理。27年来，他将名下的资产
陆续出售，换取上亿元的“绿色事业”资
金，在万宁兴隆建造一个绿色花园，一
点点把一座荒山弃林建成拥有3400多
个植物物种、百万株树木的万亩“热带
植物基因库”。2015年入选中国好人
榜，2018年被评为“感动海南”十大人
物。（拟推荐为第七届全国助人为乐道
德模范候选人）

吴少玉，女，汉族，中共预备党员，
1989年7月出生，海南忆家食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她敢闯敢干，大胆创业，勤奋
好学，通过她的不懈努力，5年来把过去
土糖低端作坊打造成现代农业产业，被
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通过项
目发展带动当地223户贫困户共1987
人脱贫致富。2019年入选海南省“向上
向善好青年”。（拟推荐为第七届全国助
人为乐道德模范候选人）

梁彩雄，男，汉族，中共党员，1971年
4月出生，三亚市天涯区榆港社区渔民。
坚持义务为驻三亚市东瑁洲岛的官兵运
送给养。在最宝贵的年华里，他每隔一天
送菜一次，如今已坚持航行了10 万多海
里。他为部队建设和国防事业奉献了全
部心血和殷殷大爱，也让驻守天涯岛礁的
战士们备受鼓舞。2017年被全国双拥工
作领导小组评为“全国十大拥军人物”，
2017年入选中国好人榜。

符花够，女，汉族，1984年8月出生，
东方市尚善义工社理事长。作为一名地
中海贫血症患儿的母亲，她以自己绵薄
之力回馈社会，带领“东方尚善义工队”
把爱心和温暖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家
庭，用“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行动传递
着爱的力量。

吴应达，男，汉族，1945年7月出生，
儋州市新州镇敦教村委会大栏村村民。
15年来，他在儋州市新州镇集市的十字
路口，当起义务交通指挥员，日复一日在
喧闹的十字街头来回穿梭，风雨无阻守
护着一条“绿色生命通道”。2018年被
评为“感动海南”十大人物。

林钦存，男，汉族，无党派人士，1962
年7月出生，乐东黎族自治县工商联合会
会长。多年来，林钦存不仅脚踏实地创
业，把企业干得风生水起，同时积极投身
公益，致富不忘本，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
业，帮助村民发展养殖业脱贫致富，不图
浮名薄利，一心一意为乡里做公益。

林家香，男，汉族，无党派人士，
1982年3月出生，海南文芳智能农旅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十多年以来，
他通过慈善平台，慷慨解囊，奉献爱心，
资助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圆他们的中学
和大学梦，心系贫困群众，扶贫济困，牵
头创建“爱·传递助学会”，他的行为感染
着身边的有志向的创业人士，他的善举
在当地一时被传为美谈。

张琦，男，汉族，中共党员，1971年
12月出生，澄迈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办公室科员。19年来，他先后无偿
献血42次，其中献全血8次计2400毫
升，献血小板34次计89600毫升，累计
总献血量为92000毫升（即92公斤），
他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用爱心和热血
挽救一个个垂危的生命。2015年被国
家卫计委等部门评为“全国无偿献血奉
献奖金奖”。

江浪，男，汉族，中共党员，1982年6
月出生，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三亚公
安边防支队红沙边防派出所教导员。从
警15年来，他关心照顾困难家庭、关爱
孤儿等弱势群体，积极参与敬老、助残、
助学、点亮微心愿、爱心礼包等公益活
动，参加义工活动1500多次，累计服务

时间4700多小时，足迹遍布整个三亚
市。2016年被原公安部边防管理局评
为“优秀共产党员”。

林明云，男，汉族，中共党员，1977
年8月出生，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海南省
运输局长途邮运司机。他十多年如一日
地坚守在全省最辛苦的一条邮路上，无
任何交通违法行为、责任事故和纠纷，从
未发生邮件延误丢失事件。他关爱社
会，关爱他人，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十几
年如一日，积极坚持参加无偿献血及学
雷锋志愿者活动，用行动向社会传递自
己的爱心。

二、全省见义勇为模范候
选人（10名）

杨桂秀，女，满族，1965年7月出生，
三亚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9路驾驶
员。她于2014年11月和2015年1月，
两次在公交车上识破行窃扒手并勇敢制
止偷窃行为，帮乘客追回被盗财物。被
评为2015年海南省用户满意服务之星、
第二届最美三亚人、第三届三亚市见义
勇为道德模范、第十二届全国见义勇为
英雄司机。（拟推荐为第七届全国见义勇
为道德模范候选人）

孙勇，男，汉族，中共党员，1973年
10月出生，海南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宣传
部副部长。他30年如一日坚持见义勇
为做善事，先后参加20次抗洪抢险，救
了87位群众，救过迷信村民的重病幼
子，斗过强买强卖的不法商贩，抓过拦路
抢劫的犯罪分子，2次救助车祸中重伤
老人。被评为2019年1月见义勇为中
国好人。（拟推荐为第七届全国见义勇为
道德模范候选人）

翁昌雄，男，汉族，1980 年 3月出
生，临高县民生花园小区居民。他2003
年1月徒手勇斗3名持斧抢劫犯罪嫌疑
人，负伤情况下仍协助警察抓捕其中2
名；2013年勇夺凶器制止1起当街持刀
伤人案件；2016年不顾安危冲入着火的
邻居家，在浓烟中抢救出一名6岁的孩
子。被评为2018年临高县见义勇为先
进分子。

符建学，男，黎族，1961年7月出生，
保亭县公安局巡防大队辅警；黄朝梅，
男，黎族，1974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
保亭县保城镇毛介村委会祖来村小组组
长；黄朝清，男，黎族，1966年5月出生，
保亭县保城镇毛介村委会祖来村小组村
民；胡亚任，男，黎族，1969年4月出生，
保亭县凤凰小区保安。2018年10月28
日，两辆摩托车在保亭县祖来村村口相
撞，双方当事人产生肢体冲突。冲突中，
事故一方伤者失去理智，手持折叠刀挥
向劝阻的群众。危急关头，符建学、黄朝
梅、黄朝清、胡亚任4人挺身而出，上前
制止持刀伤人行为，不慎均被捅伤，鉴定
为重伤二级。

贺平，男，汉族，1992年8月出生，中
共党员，三级消防士，省消防总队万宁大
队兴隆中队战斗一班班长。2018年6月
28日下午5时，正在江西萍乡休假的贺
平听闻垒山公路改造工地山石坍塌，一
辆挖掘机司机被埋，有过地震救援培训
经历的贺平立即前往事故发生地积极组
织救援，7小时后被困司机成功救出。
入伍6年来，他先后获得优秀士兵奖章2
次，优秀士官1次。

张芹，男，汉族，1979年11月出生，
琼海市嘉积镇美景居委会溪头村村民；
胡友君，男，汉族，1980年3月出生，琼海
市嘉积镇文坡居委会第六居民组居民；
黎灼，男，汉族，1983年6月出生，琼海市
嘉积镇大礼村委会东一村村民。2017
年11月4日，犯罪嫌疑人持械抢劫嘉积
镇一珠宝店，听到呼救声的张芹、胡友
君、黎灼3人挺身而出，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合力追捕并控制住犯罪嫌疑人，将价

值约24万元的黄金饰品追回后物归原
主。被评为2018年琼海市见义勇为英
雄群体。

韦智贵，男，汉族，1993年 11月出
生，海南大学学生。他于2015年6月偶
遇抢夺手机犯罪行为，勇敢出手制止，与
严永兴等人合力控制住嫌疑人，不料被
随后赶来的2名嫌疑人同伙持刀砍伤。
被评为2015年儋州市见义勇为先进分
子、2017年第十三届海南省见义勇为先
进群体。

赵琪，男，满族，中共党员，1985年1
月出生，中国人民解放军92128部队教
练班长。2019年4月4日，赵琪同志在
休假期间路遇1名女子投江自尽，就在
该女子即将被江水卷走的危急时刻，他
纵身跃入水深流急的南渡江，奋力将该
女子救上岸；他还多次参与海口地区抗
洪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出色执行重大
运输保障任务，获得部队嘉奖。

雷超，男，汉族，中共党员，1989年3
月出生，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安全质量管理部负责人。2016年 3月
19日，与家人在棋子湾散步的雷超发现
4名学生不幸溺水，他奋不顾身跳进海
里，先后将3名学生救上岸。在体力不
支的情况下仍坚持寻找第4名溺水学
生，无奈该学生因溺水时间过长身亡。
被评为2016年昌江县见义勇为先进分
子、2017年感动昌江十大人物、2017年
向上向善海南好青年。

黄靖洋，男，汉族，2001年8月出生，
海南省农垦中学学生。2019年 3月 5
日，1名年轻女子昏倒在路边，心搏骤
停。危急关头，途经此处的黄靖洋毅然
凭借与父亲学习的专业知识，第一时间
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进行急救，成功挽
救该女子生命。被评为2018年海南省
优秀共青团员。

三、全省诚实守信模范候
选人（10名）

刘荣杰，男，汉族，中共党员，1969
年11月出生，海南翔泰渔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他始终坚持诚信经营，把质
量安全放在首位，实现“从鱼苗到餐桌”
全程可追溯。投身精准扶贫，安排近
3000个就业岗位吸纳贫困户就业，热心
公益慈善事业，各类慈善捐赠额达200
余万元。（拟推荐为第七届全国诚实守信
模范候选人）

黄凌燕，女，黎族，1983年4月出生，
海南滴滴沃家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她恪守诚信为本、操守为重，
以诚待人、以信取人，履约践诺、言行一致
的品质，致力于发展农村电商，销售海南
原生态、无公害的本土特色农产品，经过
两年多的努力，她不仅让好产品有了好销
路，还帮助不少村民脱贫致富。（拟推荐为
第七届全国诚实守信模范候选人）

朱剑飞，男，汉族，中共党员，1967
年10月出生，海南昌江鑫龙海塑料制品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他励精图
治、艰苦创业，助力帮扶、勇担社会责任，
诚信经营、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公司分
别于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荣获昌
江县“十佳民营企业称号”。

王沸健，男，汉族，1977年2月出生，
海南中凯安泰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定
安县粽子协会会长。他以德立人、以诚
待人、诚信从业，“定安粽子”获得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被省农业厅评为“海南
农产品十佳区域公用品牌”荣誉称号。
热心公益事业，他垫资3万元注册成立
了“定安爱心协会”，推进了爱心公益事
业发展。

李华新，男，汉族，农工党党员，
1969年11月出生，海南新大新华茂实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25年来，他始终秉承

“依法经营、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用实

际行动塑造了企业品牌，从一家电器商
行发展为保亭县最大的家私广场、家居
商场，近三年累计纳税410万元，参与公
益事业捐款118万元，支持扶贫项目资
金100余万元，先后被评为“优秀个体
户”“文明诚信企业家”。

伍云虹，女，汉族，1961 年 4月出
生，屯昌县药材公司职工。1994年，伍
云虹承包了屯昌县药材公司门市场部，
二十多年来，她将“顾客至上，信誉第
一”作为经营服务宗旨，她不制售假冒、
伪劣商品，认真履行经济合同，无合同
违约行为，无逃债务行为，依法照章纳
税，无偷税漏税，依法遵守劳动和安全
法律法规，体现出一位普通公民诚实守
信的高尚情操。

朱晓保，男，黎族，1979年6月出生，
白沙邦溪黎家山兰酒坊厂长。2016年，
朱晓保自主创业，自筹资金，酿造原生态
山兰糯米酒，他坚持质量为先，诚实做
人，诚信做产品。为了保证原材料，他提
前到主要种植地,特别是贫困户家中订
购山兰稻，为了能保证最原始醇香的口
感，他采用黎族传统制作工艺，进行原生
态的土法酿造，打造出本土山兰糯米酒

“黎家传奇”品牌。荣获2018白沙县“文
明诚信经营示范户”称号。

张先云，女，汉族，无党派人士，
1976年10月出生，三亚中泰瑞会计师事
务所（普通合伙）所长。七年来，她坚持
原则，诚信为本，以诚待人，以信取人，得
到了社会和客户的一致好评。她带领事
务所共查补了4000多万元税款，核增资
产6个多亿，查收10余亿元存量资金，两
次获得海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青年文明
号。先后荣获“全国巾帼建功标兵”“海
南省会计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其家庭
荣获“海南省文明家庭”称号。

黄达灵，男，汉族，1954年9月出生，
中共党员，临高海丰养殖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自2002年起，黄达灵立足岗
位、艰苦创业，以诚待人、以质取胜，树立
了良好的商业信誉，实现年产量8200
吨，年产值1.5亿元人民币，年利润4500
万元，产品远销港澳地区和美国、日本、
欧盟、东南亚等国家。先后荣获“海南省
劳动模范”“海南省农村致富带头人”“全
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获得者”等称号。

宁亮，男，汉族，1979年8月出生，儋
州市废品收购个体户。2017年7月，以
废品收购为业的宁亮在垃圾桶中拾得十
条价值3万元的铂金项链，并选择主动
报警，归还失主。阿里巴巴为鼓励他的
义举，奖励其1万元现金，而他却将此善
款捐给了儋州市一个家庭困难的女孩和
他的家乡。他的真诚、善意和无私，让我
们相信人之高尚无关乎他的职业。
2017年10月入选“中国好人榜”。

四、全省敬业奉献模范候
选人（10名）

王书茂，男，汉族，中共党员，1956
年12月出生，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委会
委员。他积极投身维护南海领土主权和
海洋权益，并带领群众闯远海致富。荣
获“个人三等功”1次，先后被授予“海南
省劳动模范”和改革开放40年“改革先
锋”称号。（拟推荐为全国敬业奉献道德
模范候选人）。

肖山（谷山），男，汉族，1966年3月
出生，琼中女足管理中心主任。2006
年他背井离乡来到琼中县组建琼中女
足，十多年来，他带领一批又一批的黎
族姑娘走出大山，走向全国，走向世
界。在他的带领下，琼中女足先后获得
全国U12女足锦标赛冠军，三届世界青
少年足球赛冠军。（第五届海南省道德
模范，拟推荐为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范
候选人）

唐博英，男，黎族，中共党员，1993

年 7 月出生，生前系四川省森林消防
总队凉山支队西昌大队三中队二班副
班长。在 2019 年 3月 30 日凉山州木
里县雅砻江镇立尔村森林救火时牺
牲。2019 年 4月 4日，唐博英等同志
被批准为烈士，并追记一等功，追认为
中共党员。

郑源仲，男，汉族，中共党员，1974
年5月出生，乐东黎族自治县园林绿化
管理中心副主任。投身园林绿化管理
数十载，城市环境美丽升级。投身脱
贫攻坚匆匆数载，村庄脱贫致富奔小
康。2019年获评“乐东县十佳优秀第
一书记”。

王春，男，汉族，中共党员，1965年1
月出生，七连屿工委、管委会书记、主
任。扎根西沙岛礁，他用了两年时间让
渔民家喝上淡水、亮起电灯、通上环岛
路，让祖国的最南端，渔民安居乐业，海
鸟繁衍栖息。2017年荣获海南省“五一
劳动奖章”，并被省委省政府荣记一等功
1次；2018年，其家庭荣获“全国最美家
庭”称号。

吕锐，女，汉族，中共党员，1968年3
月出生，三亚市第九小学校长。她勇立
潮头，锐意进取，忠诚奉献，以坚定的政
治意识、卓越的专业领导力和高度的社
会责任感引领学校跨越式发展，辐射带
动全省近百所学校。2019年1月，入选
教育部领航名校长，成为海南基础教育
改革的旗帜与标杆。荣获“海南省骨干
校长”“海南省三八红旗手”等称号。

洪义乾，男，汉族，中共党员，1967
年6月出生，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担任了
25年村干部，带领村民建设文明生态
村，发展种植石斛等经济作物，收入芝麻
开花节节高，村里的贫困户去年就实现
了全部脱贫。被评为“基层理论宣讲先
进个人”。

李少萍，女，苗族，中共党员，1984
年5月出生，琼海市会山镇中心学校加
略小学校长。19年来，她的工资低廉，
生活不易，连丈夫出车祸也没钱治疗，却
舍不得离开学校。既是老师，也是校长，
更是“妈妈”的乡村教师李少萍，用她无
私的大爱，成就一个又一个孩子走出大
山。获评“感动海南”2018十大年度人
物、入选2019年3月“中国好人榜”。

梁培育，男，汉族，中共党员，1965
年 7 月出生，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主任。身患癌症，仍然带病坚守工
作岗位十年。克服困难，大胆创新，开
发各项新技术，使科室泌尿外微创技
术成为省内领头羊。积极参与海南首
家精子库建设，提升了海南省优生优
育服务水平。2018年荣获第七届“海
南省医师奖”。

张黑弟，男，汉族，中共党员，1955
年7月出生，海口市三江农场三江湾大
坝管理员。40年孤守三江大坝，守护着
一方百姓的平安。17级台风使大坝摇
摇欲坠，仍孤身坚守到最后一刻，坝下
400多名群众无一伤亡，而他早已累瘫
在地上。“我是党员，就算死在坝上，坝也
不能垮！”，正是这种执着的精神，他入选
2019年2月“中国好人榜”。

许光运，男，汉族，中共党员，1964
年11月出生，92781部队机载设备师、
高级工程师。他38年如一日，把大半辈
子的光阴投入到机务工作中，先后维护
保障10余种机型，出色完成重大保障任
务40余次，用9个月时间完成了一大批
技术革新，多次被海军评为航空装备保
障专家，6项成果获全军科技进步奖，荣
立三等功4次。

五、全省孝老爱亲模范候
选人（10名）

高惠兰，女，黎族，中共党员，1968

年 5月生，乐东县大安镇敬老院院长。
她和丈夫悉心经营着敬老院这个“大家
庭”和9口人的“小家庭”，28年像亲生女
儿一样照顾二十多名老人，忍住惧怕为
无后老人送终，对继子视如己出，尽心照
顾公婆，四代同堂和乐融融。其家庭获
评“全国最美家庭”“全国文明家庭”。（拟
推荐为第七届全国孝老爱亲道德模范候
选人）

韩丽萍，女，汉族，中共党员，1945
年9月生，文昌市冯坡镇白茅村委会白
茅村村民。35年义务照顾8位孤寡老
人、五保户，百岁阿婆临终称“没你我活
不了这么久”。获评第二届“感动文昌”
十大人物。（拟推荐为第七届全国孝老爱
亲道德模范候选人）

黄妹，女，黎族，1978年12月生，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上安乡南万村委会南
流村村民。毅然辞去优越工作返乡照顾
病父，“11年如一日”姑代母职抚育亡兄
遗女，嫁人要求必须带着三个侄女。她
用行动践行着“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
德，用真诚与关爱演绎着点点滴滴的亲
情故事。2017年，其家庭被评为“海南
省最美家庭”。

黄文华，男，黎族，中共党员，1948
年2月生，五指山市毛道乡红运村委会
空程村村民。自己省吃俭用，慷慨大
方至孝侍奉九旬老母；不离不弃，50余
年细心照顾智障弟弟，在他精心照料
下，弟弟生活基本自理。家风良好，子
孙皆孝悌。获评第二届五指山孝老爱
亲好人。

王先富，男，汉族，1956年 7月生，
屯昌县乌坡镇青梯村大户村民小组村
民。多年前家贫无力支付幼子巨额医
药费，邻居阿婆鼎力相助。他教子长怀
感恩心，为报恩与妻主动照顾百岁独居
阿婆18载，为老人干农活意外受伤截
肢仍无怨无悔。

张育明，男，汉族，中共党员，1960
年 12 月生，中海油东方石化有限责
任公司仓储管理员。受母亲大爱和
善良影响，十余年照顾收养残疾弃
婴，辗转多地求医养女终能正常成
长。获 2016-2017 年度全国无偿献
血奉献奖铜奖、“感动海南”2018十大
人物等荣誉。

卢维青，女，汉族，共青团员，1999
年8月生，海口经济学院财务会计学院
学生。小学时父亲离家出走，母亲患
有精神残疾，生活不能自理，她用瘦弱
的肩膀扛起照顾母亲的责任；为做到
学习与照顾母亲两不误，她带着母亲
上大学；她乐观自强，热心公益，用行
动回馈社会。获评2015年“海南最美
孝心少年”，2019年“向上向善海南好
青年”。

陈文荣，男，汉族，1946年 6月生，
海南省烟花炮竹厂退休工人。他是兄
弟们的好大哥，村民的好邻居。与妻几
十年相濡以沫，关爱儿女，孝顺老人，家
庭氛围和谐友爱；16年无私照顾百岁

“老革命”，身教言传为子孙做榜样；幼
子为救人遇难。其家庭获评“海南省最
美家庭”。

吴海方，女，汉族，1968年2月生，海
南农垦红明荔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退休
职工。丈夫两次脑出血后几近瘫痪，幼
子曾血小板过低离白血病一步之遥，她
单位、医院连轴转，四处借债30多万元
为亲人治病，悉心照料下终于恢复健
康。如今科学种植还清债务，勤劳致富
日子红火。

吴莉秋，女，汉族，中共党员，1955
年1月生，定安县定城镇莫村社区妇女
主任。她工作、家庭两不误，三十多年精
心照料家中老人和两位精神病残弟弟；
一位她无私帮助过治好胃病，如今安居
乐业的年轻人认她为干妈来孝顺。其家
庭获评“海南省最美家庭”。

第七届海南省道德模范候选人公示

关注“奔跑海南”2019环岛全民健跑

活动吸引各界人士参与

据了解，“奔跑海南”琼海站活动自
报名通道开放以来，受到省内外众多跑
者的关注。在去年“奔跑海南”的海口
站、文昌站以及琼海站活动中，来自海口
的30岁职业运动员黄青叶均夺得男子
10公里组冠军。

“如果能跑，我一定会去！哪怕不能
得冠军，我也会去参加！”黄青叶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这次他一看到活动信息就
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同时他坦言，在之前

的跑步中，他的膝盖受了伤，“已有两个
多月没有训练，但这阻挡不了我对跑步
的热情。”

除了吸引大量职业运动员的关注
之外，此次活动中，亲子组和情侣组的
参与方式也受到众多年轻人的青睐。

“去年我就是第一个报名的，今年
又是我吗？”在得知自己是“奔跑海南”
琼海站活动亲子组第一个报名的家庭
后，琼海市民冯捷非常兴奋，她表示，
孩子现在已经上六年级了，正是长身
体的时候，多带孩子参加此类健跑活

动不仅可以增强体质，还给加强亲子
交流增加机会。

而对于情侣来说，一起用跑步的方
式完成一段旅程，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
的事情。“活动那天正好是我和老公领
证的一周年纪念日，我觉得特别有意
义。”当看到“奔跑海南”琼海站活动的
举办日期是5月 18日时，在海口工作
的宋依婧兴奋不已，她说，这天刚好是
她跟丈夫的结婚一周年纪念日，并且琼
海又是自己的家乡，所以立刻和丈夫一
起报了名。

参赛者明起领取装备

海南日报记者从“奔跑海南”琼海
站活动主办方获悉，琼海站活动的参赛
者可于5月16日、17日10时至19时在
琼海市银海路38号海南银行琼海支行
领取参赛装备。同时，参赛者也可关注
手机短信，根据短信指引领取装备、参
与赛事。

据了解，装备包里有参赛T恤、号码
簿、芯片（10公里）、抽绳包、参赛指南等
物品。领取参赛装备时务必携带本人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凭借报名成功短信
到装备发放地点领取装备。如果本人没
有时间领取装备，可委托他人代领。代
领人需携带参赛者身份证复印件，凭借
报名成功短信到装备发放地点领取装
备。装备发放时间结束后未领取的装
备，视无人领取处理。

活动当天，所有参赛选手将穿着组
委会提供的参赛T恤和自备的运动鞋
及其他辅助装备参加比赛，并将参赛号
码布固定于前胸正面指定位置。组委
会保留因参赛选手号码布不符合规定

而取消其参赛资格、比赛成绩的权利。
另外，比赛现场将为参赛选手提供

存包服务。参赛选手需在存衣包上用别
针别上与本人的参赛号码相一致的小号
码布，存在起点存衣处，赛后凭号码布到
原寄存处领取。根据主办方提示，手机、
有效证件、现金、各种钥匙、掌上电脑、
mp3等贵重物品不要存放在包内，运动
员可在比赛当日11：00前到存衣处领取
个人存放物品。如超过领取时间没有领
取的，将按无人领取处理。

（本报嘉积5月14日电）

“奔跑海南”琼海站活动各组别报名满额
参赛者明后两天领取参赛装备

由省旅文厅、琼海市政府、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主办的“奔跑海南”2019环岛全民健跑（琼海站）活动（以下简称“奔跑海南”琼海站活动），
将于5月18日7时在琼海市万泉河广场开跑。截至目前，10公里、5公里、3公里等各个组别的报名人数已经满额，活动报名已经结束。

■ 本报记者 袁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