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男篮世界杯第17名至
第32名排位赛9月8日继续进行，中
国男篮73：86负于尼日利亚队。伊
朗队以95：75大胜菲律宾队。最终
中国队和伊朗队比拼净胜分，伊朗队

“抢走”了直通东京奥运会的门票。
中国男篮没有等到惊喜，在和尼

日利亚队比赛第4节还剩47秒时，易
建联在全场观众的掌声中被换下场。
一支连尼日利亚男篮都无法击败的球
队，真的没有勇气去“征服”落选赛。

赛后，中国队方硕说：“这就是世
界杯，这就是这种赛制的比赛。我们
前面的比赛犯了一些错误，虽然我们

后面去努力弥补，但也没能补回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从这次世界
杯看出了中国队和世界强队的差距，
所以我们未来的路会很长。”

本届世界杯亚洲成绩最好的球
队将直通东京，根据世界杯赛制，第
17名至第32名排位赛分为4个小
组，每组第一名排名17-20，每组第
二名排21-24名。身处M组的中国
队最终以2胜3负排名小组第二，伊
朗队95：75击败菲律宾队，同样2胜
3负排名N组第二。

最终，中国队净胜分-10，伊朗
队净胜分+7分。 (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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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9月5日-获奖名单

韩鲁 152****8697 一等奖
王国明 130****6197 二等奖
赵华娟 138****9698 二等奖
李磊 181****6230 三等奖
毛俏静 188****9360 四等奖
许 189****5317 四等奖
仇忠须 130****0605 四等奖
蔡昌儒 184****5042 四等奖
丁媛 186****6430 四等奖
颜子峰 138****3409 四等奖
黄阳华 133****9211 四等奖
李磊 181****6230 四等奖
钟雄叶 139****9183 四等奖
黎泽珂 139****1700 四等奖
陈莹 138****8035 四等奖
吴一龙 131****3038 四等奖
唐咪咪 150****5989 四等奖
王政 188****6346 四等奖
韩 180****2169 四等奖
馨梓 186****7525 四等奖
余子国 136****4955 四等奖
富利平 138****5115 四等奖
姚少龙 150****5648 四等奖
陈文彤 189****6088 四等奖
吴斌 139****9767 四等奖
田泽武 152****6256 四等奖
郭仁利 139****9098 四等奖
洪 130****5852 四等奖
小卡 186****1680 四等奖
程程 182****2039 四等奖
陈文彤 189****6088 四等奖
梁振君 139****0966 四等奖
赵璐 139****0900 四等奖
李家国 188****1895 四等奖
陈长辉 151****5513 四等奖
王云贵 138****6113 四等奖
王 133****8765 四等奖
陈健雄 185****7536 四等奖
邢彬 182****0855 四等奖
刘莎 189****8401 四等奖
周多米 152****7123 四等奖
周达辽 152****7123 四等奖
赵华奇 138****5818 四等奖
黄金 138****1399 四等奖
陈中毅 139****8139 五等奖
邓傅友 188****2922 五等奖
肖帅 186****8256 六等奖
颜乐驰 186****7266 七等奖
吴淑林 139****9255 八等奖
吕艳芳 139****2907 八等奖
吕艳芳 139****2907 八等奖
章慧 152****0860 八等奖
陈媛 150****1017 八等奖
陈成智 138****1016 八等奖
张熙龙 182****0105 八等奖
林润秋 139****4868 八等奖
陈志磊 138****0277 八等奖
韦茂金 136****5053 八等奖
张小花 133****4188 八等奖
陈芸珍 188****2256 八等奖
杨艳 136****6576 八等奖
洪涛 130****5852 八等奖

林昕 136****6228 八等奖
陈琳 157****7788 幸运奖
陈文彤 189****6088 幸运奖
王梦琪 138****5448 幸运奖
陈嘉博 188****8699 幸运奖
蒙海斌 156****0888 幸运奖
陈琳 157****7788 幸运奖
颜乐驰 186****7266 幸运奖
颜乐驰 186****7266 幸运奖
杜倬荷 189****6736 幸运奖
杜倬荷 189****6736 幸运奖
杜倬荷 189****6736 幸运奖
陈不松 136****0772 幸运奖
朱伯闻 133****9393 幸运奖
梁定渲 138****1899 幸运奖
符式清 139****3018 幸运奖
朱伯闻 133****9393 幸运奖
刘莎 189****8401 幸运奖
华萍 139****0099 幸运奖
陈胜强 187****7207 幸运奖
罗琦 135****3252 幸运奖
曾北旺 188****8220 幸运奖
刘鹏 135****0000 幸运奖
莫光法 135****3177 幸运奖
军 135****5456 幸运奖
陈益龙 136****2233 幸运奖
林玫彤 189****2406 幸运奖
李利 153****8861 幸运奖
谢孟斌 187****7877 幸运奖
曲殊梦 189****1585 幸运奖
张亚男 185****8961 幸运奖
颜子峰 138****3409 幸运奖
朱薇 152****6210 幸运奖
辜乐山 139****8988 幸运奖
曲殊梦 189****1585 幸运奖
杨阳 153****2125 幸运奖
李美丽 182****5615 幸运奖
姚少龙 150****5648 幸运奖
桌宇帆 183****5666 幸运奖
杨逸丽 136****6006 幸运奖
华萍 139****0099 幸运奖
符泽允 137****1128 幸运奖
肖帅 186****8286 幸运奖
王光坤 152****5899 幸运奖
王光坤 152****5899 幸运奖
苏碎周 188****4070 幸运奖
王游 135****9834 幸运奖
王光坤 152****5899 幸运奖
陈文彤 189****6088 幸运奖
李幸然 138****0534 幸运奖
潘浩帅 136****9197 幸运奖
罗琦 135****3252 幸运奖
叶桂宁 139****9266 幸运奖
周钰 186****5614 幸运奖
邢益敏 130****3355 幸运奖
刘莎 189****8401 幸运奖
吴彬 139****5008 幸运奖
章慧 152****0860 幸运奖
彭磊 189****6027 幸运奖
王欢 186****8758 幸运奖
李博 152****4546 幸运奖
韦茂金 136****5053 幸运奖
朱跃云 139****1260 幸运奖
陈琳 157****7788 幸运奖

刘莎 189****8401 幸运奖
姚少龙 150****5648 幸运奖
利韦富 130****5603 幸运奖
利韦富 130****5603 幸运奖
吴广苏 138****8551 幸运奖
潘浩帅 136****9197 幸运奖
刘思思 186****8625 幸运奖

9月6日-获奖名单

柯璇 187****6229 一等奖
赵 139****6646 二等奖
文 139****8246 二等奖
周易萱 135****5866 三等奖
于瀚翔 130****0162 四等奖
杨灏宸 139****9714 四等奖
宋学诚 138****6288 四等奖
李玉春 152****7757 四等奖
李瑞奇 139****4632 四等奖
曾继乐 136****0348 四等奖
潘宁 186****3233 四等奖
刘昆 130****4888 四等奖
田兴茂 133****0510 四等奖
于瀚翔 130****0162 四等奖
符永朋 139****0506 四等奖
李晓梅 189****6151 四等奖
杨灏宸 139****9714 四等奖
吴钟灏 136****8765 四等奖
李峰 189****4438 四等奖
卢海茜 155****7130 四等奖
吴愧 189****1477 四等奖
洪安仁 199****7676 四等奖
王 188****1669 四等奖
唐咪咪 150****5989 四等奖
周琳 139****6339 四等奖
王芳 186****9999 四等奖
冯涛 189****4400 四等奖
邓传毅 130****66181四等奖
叶小龙 178****9571 四等奖
蒋 139****7088 四等奖
张和海 188****4003 四等奖
叶小龙 178****9571 四等奖
王 131****7305 四等奖
张和海 188****4003 四等奖
吴 139****9255 四等奖
宋 138****6288 四等奖
程遥 136****9118 四等奖
王双 186****8758 四等奖
李 157****1619 四等奖
唐 138****9998 四等奖
赵 186****9075 四等奖
刘 133****9690 四等奖
刘 182****4520 四等奖
李 152****7757 四等奖
胡 155****9852 五等奖
潘佳霖 139****5407 五等奖
袁 186****8151 六等奖
程遥 136****9118 七等奖
谢先生 136****0002 八等奖
王吉拉 139****0755 八等奖
徐智慧 158****9396 八等奖
李想 136****1561 八等奖
朋冠 139****1810 八等奖
冯程 186****8588 八等奖
冯涛 189****4400 八等奖

高立辉 188****2270 八等奖
郭微微 136****5347 八等奖
柯璇 187****6229 八等奖
于瀚翔 130****0162 八等奖
杜凌云 130****0398 八等奖
王吉拉 139****0755 八等奖
王开荣 130****1817 八等奖
郑慧 137****1128 八等奖
张晟 151****5011 幸运奖
尹红丽 186****8666 幸运奖
尹红丽 186****8666 幸运奖
尹红丽 186****8666 幸运奖
李书珩 138****0019 幸运奖
吴志贤 138****4210 幸运奖
蔡成诚 183****6168 幸运奖
林由刚 188****6880 幸运奖
黄敏 189****0070 幸运奖
黄扬 178****1223 幸运奖
许 139****9995 幸运奖
王金玲 138****8477 幸运奖
李挺 189****8863 幸运奖
喻美华 136****4779 幸运奖
潘浩帅 136****9197 幸运奖
王娇 130****8267 幸运奖
吴 138****7866 幸运奖
吴淑丹 151****9551 幸运奖
李 182****1838 幸运奖
邓传毅 130****6181 幸运奖
詹丽南 150****0267 幸运奖
喻美华 136****4779 幸运奖
曾兆旺 188****8220 幸运奖
赵安平 136****8008 幸运奖
江鹏 137****4561 幸运奖
唐 138****9998 幸运奖
冯涛 189****4400 幸运奖
李贵明 136****3688 幸运奖
蔡成诚 183****6168 幸运奖
邓林好 188****2720 幸运奖
叶秀莲 139****7978 幸运奖
刘思思 186****8625 幸运奖
安云喜 188****9958 幸运奖
邓传毅 130****6181 幸运奖
邓传毅 130****6181 幸运奖
王政 188****6346 幸运奖
朱 189****2100 幸运奖
杨 137****7483 幸运奖
潘浩帅 136****9197 幸运奖
龚 138****1818 幸运奖

9月7日-获奖名单

曾军 135****3579 一等奖
刘凡静 187****8983 二等奖
梁洪玉 152****7457 二等奖
林青之 135****5488 三等奖
李云清 139****1767 四等奖
王南 136****7723 四等奖
陈世嘉 187****6980 四等奖
胡观明 136****1630 四等奖
唐咪咪 150****5989 四等奖
劳宜大 188****7387 四等奖
贾磐 138****0018 四等奖
杨文安 138****6293 四等奖
梁其军 139****7368 四等奖
高扬 171****0680 四等奖

周莎 182****5286 四等奖
覃忠芜 136****2956 四等奖
徐艺哲 173****0905 四等奖
许刘雄 136****5716 四等奖
罗先生 186****0739 四等奖
杨丹 151****9857 四等奖
肖洁 178****3741 四等奖
王先生 150****8860 四等奖
宋燕飞 166****3648 四等奖
薛茂柳 139****8396 四等奖
谢海峰 135****1038 四等奖
杨泽华 136****5233 四等奖
吴钟灏 139****9255 四等奖
田志英 133****6350 四等奖
赵逸瑞 138****3224 四等奖
魏克有 189****5790 四等奖
周杰 158****1963 四等奖
莫宏涛 152****8260 四等奖
温秋午 199****9177 四等奖
韩 132****8190 四等奖
马晓霜 182****9908 四等奖
杨泽华 136****5233 四等奖
李日开 189****4041 四等奖
吴淑林 139****9255 四等奖
冯悦文 139****2954 四等奖
吴钟灏 136****8765 四等奖
王培琳 130****5533 四等奖
李锦钊 136****6949 四等奖
陈已东 138****5069 四等奖
洪茹 139****4235 四等奖
陈明锐 139****8465 五等奖
谢风美 130****8111 五等奖
许炉彬 187****0306 六等奖
冯程 188****6069 七等奖
谢翊 130****7564 八等奖
杨胜刚 133****8313 八等奖
陈章学 135****3458 八等奖
蔡梦思 189****2735 八等奖
吉伟 136****5005 八等奖
周克择 188****1887 八等奖
许炉彬 187****0306 八等奖
黎明尧 188****1244 八等奖
潘家宏 133****2068 八等奖
刘女士 187****9645 八等奖
王其文 180****5111 八等奖
孙泽旭 177****6734 八等奖
陈草智 188****9586 八等奖

189****6916 八等奖
杨辉 188****1101 八等奖
杨胜刚 133****8313 幸运奖
杨胜刚 133****8313 幸运奖
韩英 171****0286 幸运奖
梁南燕 136****5235 幸运奖
周先生 188****1887 幸运奖
林先生 187****2089 幸运奖
林漫宇 130****1838 幸运奖
陈女士 182****9291 幸运奖
唐路 152****1400 幸运奖
武跃水 130****9973 幸运奖
周克择 188****1887 幸运奖
赖国兴 151****1633 幸运奖
李政达 186****2219 幸运奖
刘听婷 152****1993 幸运奖
刘桂林 139****9899 幸运奖

刘思思 186****8625 幸运奖
罗志刚 138****8998 幸运奖
刘思思 186****8625 幸运奖
周正 136****9222 幸运奖
周先生 187****8967 幸运奖
林明亮 189****69300幸运奖
齐晶晶 139****0644 幸运奖
蔡先生 151****3081 幸运奖
林彩花 135****7788 幸运奖
朱海鸣 139****0013 幸运奖
高爱平 138****1016 幸运奖
魏克有 189****5790 幸运奖
云外胜 131****4645 幸运奖
崔传花 135****9444 幸运奖
夏儒杰 186****1172 幸运奖
王 130****5533 幸运奖
谢塔功 139****4213 幸运奖
李鸿 130****6684 幸运奖
云永胜 131****4645 幸运奖
杨凯 176****0068 幸运奖
朱菊 131****8832 幸运奖
苏凤鹏 133****8310 幸运奖
高扬 171****0680 幸运奖
殷 131****8996 幸运奖
黎 137****8512 幸运奖

9月8日-获奖名单

张运桐 177****7796 超级大奖
张学艺 133****2500 一等奖
刘远珍 152****4895 二等奖
朱华 130****7666 二等奖
郝宗起 136****9592 三等奖

135****8985 四等奖
黄俊 187****9005 四等奖
袁玉生 139****0803 四等奖
黄小娟 177****5361 四等奖
龙丁嘉 181****0919 四等奖
余尚升 138****9516 四等奖
林莉莉 138****6886 四等奖
吴坤兰 138****1998 四等奖
余升国 136****4955 四等奖
许先生 138****6560 四等奖
秦先生 136****2757 四等奖
张绥梅 150****9199 四等奖
黄运山 151****9593 四等奖
潘婉颖 152****6366 四等奖
陈茜茜 139****5028 四等奖
冯涛 189****4400 四等奖
于海洋 138****8026 四等奖
刘月娥 177****5810 四等奖
周洪龙 133****2581 四等奖
余升国 136****4955 四等奖
任健 139****8723 四等奖
朱伯闻 133****9393 四等奖
许科 138****0009 四等奖
孙克志 188****1985 四等奖
韩蓉芳 130****3665 四等奖
王学军 138****1857 四等奖
余升国 136****4955 四等奖
李桂凤 133****5652 四等奖
喻 139****4759 四等奖
梁南燕 136****5235 四等奖
林莉莉 138****6886 四等奖
杨媛 173****8177 四等奖

孙先生 177****9133 四等奖
刘柏林 139****2206 四等奖
杨春勇 158****4864 四等奖
吴靖 186****2959 四等奖
陈琳 152****0871 四等奖
** 139****2705 四等奖
何伟杰 158****5359 四等奖
许女士 180****5906 四等奖
周萍 153****3921 五等奖
陈太逸 133****2909 五等奖
关先生 139****2787 六等奖
符敦庄 139****2589 七等奖
林珍 136****8733 八等奖
庄美之 137****2693 八等奖
符武瑞 137****1128 八等奖
吴钟旭 151****9551 八等奖
陈 188****4700 八等奖
罗寅诞 139****9968 八等奖
王思 133****8989 八等奖
易新欣 189****2431 八等奖
蓝燕 137****0369 八等奖
吴 177****5360 八等奖
孙琦 17789715895 八等奖
云霄 13876903566 八等奖
符阿杰 15008903455八等奖
陈声浩 13637640834 八等奖
吴立婷 13687588513 八等奖
陈俊明 150****9524 幸运奖
赵国华 175****1721 幸运奖
赵力钢 138****0021 幸运奖
符国学 189****2850 幸运奖
余升国 136****4955 幸运奖
刘思思 186****8625 幸运奖
姚琼军 150****6509 幸运奖
杨媛 173****8177 幸运奖
胡旖旎 186****6126 幸运奖
陈先生 133****0808 幸运奖
赵芷瑄 131****9999 幸运奖
郑礼胥 188****3997 幸运奖
翁小芳 135****4387 幸运奖
吴佳珊 135****4293 幸运奖
杨媛 173****8177 幸运奖
张晟 157****0373 幸运奖
杨媛 173****8177 幸运奖

137****0369 幸运奖
186****8286 幸运奖
157****9369 幸运奖

周萍 153****3921 幸运奖
孙豪杰 135****8317 幸运奖
吴迪 186****8078 幸运奖
黄之芳 138****2288 幸运奖
冯涛 189****4400 幸运奖
吕艳芳 139****2907 幸运奖
韦 177****6662 幸运奖
杜海霞 136****2568 幸运奖
黄明 186****8291 幸运奖
朱伯闻 133****9393 幸运奖

请以上中奖者于 2019 年 9 月
30日前到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
日报报业集团一楼海南日报会展有
限公司领取奖品（注:中奖者个人所
得税自理），逾期视为放弃。本活
动最终解释权归2019海报集团金
秋车展组委会。

2019海报集团金秋车展组委会
2019年9月9日

2019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中奖名单

本报海口9月8日讯（记者尤梦
瑜）我省万人共跳竹竿舞活动将于9月
27日上午在全省19个市县同时举办。

海南日报记者8日从活动承办方
之一的海南广播电视总台获悉，目前，
主会场海口场地规划及视觉设计均
已完成，主会场部分方阵及18个市县
分会场参与者正在进行排练。

作为我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本次万人
共跳竹竿舞活动由海口主会场和18

个市县分会场组成。其中，海口主会
场设在万绿园，市县分会场则以当地
地标性建筑为举办场地。

据了解，本次参与竹竿舞表演
的演员将超过1万人。其中主会场
海口表演演员2000余人，三亚、儋
州、琼中、陵水的表演演员各1000
余人，三沙表演演员约90人，其余
13个市县每个市县表演演员约300
人。除了喜庆的竹竿舞表演外，活
动还将邀请一批省内优秀歌手、表

演团队及合唱团，献上一系列红色
经典题材的歌舞表演。

本次活动由海南大学音乐与舞
蹈学院副院长周琳琳带领其创作团
队编排全省 19个市县的竹竿舞。
表演将以“爱国、海南、民族”为主
线，在编创过程中突破创新，精益求
精。届时，各市县将突破场地局限，
在音乐、杆法、动作上实现各地会场
联动，呈现同一时刻、不同地点共跳
竹竿舞的盛大场景。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将对活动进
行全省连线直播，届时，全省各市县
分会场将同时参与录制，全方位、立
体化呈现现场热烈氛围与效果。据
介绍，目前，全省19个市县直播技
术解决方案已完成。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海南广
播电视总台（集团）、各市县委宣传
部、各市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承办，省公安厅、省教育厅协办。

万人共跳竹竿舞活动9月27日举行

关注篮球世界杯

全国青超联赛（华南区）比赛战罢

海南队获U14A组第4名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全国青少年男子足球超级联

赛（华南大区）U14A组最后一轮比赛9月7日结束。在
生死战中，海南中海足球俱乐部U14队坐镇主场省裕东
足球基地，5：0大胜恒大足球俱乐部队。在另一场比赛
中，广州执信队2：0战胜了深圳中学队。最终中海队以
积13分的成绩，获得了A组第4名。

U14A组的参赛球队为广州执信队、富力俱乐部队、
深圳中学队、海南中海队、恒大俱乐部队和恒大足校队。

全国青少年男子足球超级联赛（华南大区）U13C组
最后一轮的比赛9月7日结束。中海队10战8胜2负列
小组第二名。U13C组共有深圳石厦队、海南中海队、深
圳佳兆业B队、广西宝韵队、福建天信队和惠州惠新队共
6支球队参加，比赛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最终，深圳
石厦队以10战全胜的战绩获小组第一。

全国民族运动会珍珠球开赛

海南队惜败东道主河南队
本报海口9月8日讯（记者王黎刚）第十一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8日晚在郑州举行。在珍
珠球揭幕战中，海南珍珠球队33：38惜败东道主河南队。

面对实力强劲的东道主河南队，海南队丝毫不畏
惧。在常规时间内，海南队曾一度领先河南队10分，但
最终被对手追平进入加时赛。可惜的是，在加时赛中，海
南队负于对手，无缘首胜。

海南珍珠球男队分在D组，同组的还有河南、西藏、
山东、吉林队。本届民族运动会珍珠球项目分两个阶段
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赛；第二阶段由各组优胜名
次共8个队采用淘汰赛决出第1名、第2名、两个并列第
3名和四个并列第5名。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9月8日至
16日在河南郑州举行，共设竞赛、表演项目18个。共有
34个代表团7009名运动员参加此次运动会。海南代表
团将派出164名运动员，进行珍珠球、龙舟、独竹漂、板鞋
竞速、高脚竞速、陀螺、射弩、押加、蹴球、民族健身操等
10个竞赛项目和2个表演项目的角逐。

海南卫生健康系统举行文艺汇演
本报海口9月8日讯（记者卫小林）9月7日晚，我

省卫生健康系统“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建功新时代”
文艺汇演决赛暨书画摄影比赛颁奖晚会在海南工商职业
学院大礼堂举行。

汇演决赛采取专家评委现场打分的形式进行评审，
最终，《海南美美哒》（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和谐圆
舞曲》（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万泉河水清又清》（海
南省安宁医院）三个节目荣获一等奖。

最后，现场近1300人共同唱响《歌唱祖国》。

安德莱斯库美网女单夺冠

9月7日，在2019美网女单决赛
中，安德莱斯库以2：0战胜小威，夺得
冠军。 新华社发

伊朗95：75菲律宾
西班牙67：56塞尔维亚
波兰65：91阿根廷

波多黎各89：94意大利
突尼斯86：84安哥拉
韩国80：71科特迪瓦

中国负于尼日利亚，未能直通奥运
伊朗队为亚洲成绩最好的球队，“抢走”奥运门票

新西兰VS土耳其
（19：30）

澳大利亚VS法国
（20：00）

黑山VS日本
（15：30）

立陶宛VS多米尼加
（16：30）

（以上比赛由CCTV-5和CCTV-5+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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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9月8日电 赛后有
媒体称，本场比赛是中国男篮核心球
员易建联“最后一场国家队比赛”。
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易建联做出澄
清，称并未宣布退出国家队。

易建联表示，他的意思是“像我
职业生涯最后一场一样去打比赛。
最后一场国家队比赛是误读”。

本场比赛，易建联拿到全场最高
的27分，是下半场中国男篮稳定的
火力输出，但他最终未能带领球队取
得胜利。在混合采访区接受采访时，
易建联表示，输了比赛非常遗憾，这
样的比赛很难让人接受，中国队本次
世界杯之旅以这样的结果结束，确实
很难接受，但要面对现实。

易建联澄清：未表示退出国家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