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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价公告
南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决定以公开竞

价方式选择下述三个项目的承包人,现就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一、竞价人的资格条件：1、
南昌市西外环高速公路机电设备采购：竞价
人应为国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单位，持有效
的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具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公路交通工
程专业承包通信、监控、收费综合系统工程分
项资质。2、南昌市西外环高速公路养护维修
工程：竞价人应为国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
有效的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具备省级
交通主管部门颁发的公路养护工程三类甲级
及以上养护从业资质。3、西外环高速公路湾
里收费站风雨球场雨棚新建工程施工：竞价
人应为国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效的营
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具有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颁发的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

施工资质,并具有相关钢结构施工经验的单
位。二、竞价方式：现场公开报价竞价。三、
竞价文件的获取：有意向的竞价人于2016年6 月 21 日至 6 月 23 日北京时间（9：00 至 16：00）持①法定代表人证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授权代理人
身份证；③营业执照副本；④资质证书副本；⑤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⑥类似钢结构工程
施工合同（合同金额90万元以上）（参与风雨
球场雨棚新建工程竞价人提供）。到南昌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湾里区招贤路
西外环高速公路湾里收费站内）报名并购买
竞价文件，每份 1000 元，售后不退。以上材
料均须提供有效期内的原件审查，复印件一
套加盖公司公章。四、竞价人及联系方式：联
系人：王 工 、杨 工 ，电话：0791-861348210791-86134839，传真：0791—86134820采购
人：南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0日

南昌市九龙湖拆迁安置房小
区公开诚聘物业管理公司，欢迎
报名。

时间：2016年6月21日至6月24
日（10：00-11：30，14：30-16：30）

电话：0791-83838196 王女士

公 告

新华社法国南特 6 月 19 日电 19
日，随着白俄罗斯女篮56∶39击败韩国
队、拿到最后一个里约奥运会女篮项目
的参赛资格，里约奥运会女篮项目 12
个参赛资格全部名花有主。

在本次落选赛结束后，5支通过落
选赛拿到参赛资格的球队随即被分组，
比赛日程随之也得以出炉。中国女篮
与美国、西班牙、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和
加拿大同在 B 组，首战将迎战加拿大
队。

女篮奥运落选赛19日在法国南特
落幕，白俄罗斯、中国、法国、西班牙和
土耳其成功搭上了通往奥运会的“末班
车”。抽签结果显示，法国、日本、澳大
利亚、白俄罗斯、土耳其和东道主巴西
分在了A组，B组的六支球队则分别是
加拿大、西班牙、美国、塞内加尔、塞尔
维亚和中国。

赛程显示，中国女篮将于巴西时间

8月6日下午2点15分（以下均为巴西
当地时间）迎战小组赛的首个对手、
2015年美洲锦标赛冠军加拿大队；8月
8日晚上7点45分，中国队将对阵非洲
冠军塞内加尔；8 月 10 日中午 12 点 15
分，中国队将对阵此前刚刚在落选赛中
34分大胜自己的西班牙队；8月12日中
午12点15分，中国队将迎战2015年欧
锦赛冠军塞尔维亚队；8月14日中午12
点 15 分，中国女篮将挑战小组赛最后
一个对手、奥运会和世锦赛双料冠军美
国女篮。

在小组赛 5 个对手中，美国队（世
界排名第一）和西班牙队（世界第三）的
排名均高于中国女篮（第八），加拿大队
队世界排名第九较为接近，塞尔维亚
（第14）和塞内加尔（第24）两队则稍显
落后。

按照奥运会的赛制，小组赛前四名
将进入八强。

奥运女篮参赛资格全部名花有主

中国队与美国、西班牙等同组

赛事正式升级

说到江西网球公开赛，也许有人
还有疑惑，2014 年、2015 年江西不是
连续举办了江西国际女子网球公开赛
吗，这两个赛事有什么区别呢？

记者了解到，此前列入江西“三大
品牌赛”之一的江西国际女子网球公开
赛，因为今年升级为国际网球巡回赛级
别，更名为“江西网球公开赛”。前者是
WTA125K 系列赛（WTA 指国际女子
网球协会）之一，赛事总奖金12.5万美
元，冠军积分160分。WTA125K赛事，
是为尚无能力举办 WTA 顶级或国际
赛的地方提供一个展示平台，并为
WTA低排名和有前途的球员提供更多
参赛机会和积分的赛事，原则上世界排
名前50名的球员不得参加125K赛事。

两年举办 WTA125 赛事，江西各
方面做到规范、有序、高效，不仅得到
全体参赛球员与技术官员的认可，还
得到 WTA 高管的盛赞。两年无一例

投诉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正是因为两年打下了扎实的基

础，赛事升级变得顺理成章。”江西网
球公开赛赛事组委会秘书长、省体育
总会副主席古芳远说。记者了解到，
今年赛事升级到国际巡回赛级别，总
奖金由 12.5万美元升至 25万美元，赛
会可以邀请世界排名前十的球员参
赛。据悉，今起南昌成为我国继武汉、
广州、天津、深圳、香港之后第 6 个举
办WTA国际巡回赛的城市，江西网球
公开赛也是 2016 赛季全球 57 个巡回
赛中的一站。组委会与 WTA 签订了
协议，未来5年乃至10年WTA国际巡
回赛将“落户”南昌。

两大球星助阵
2016 江西网球公开赛 8 月 1 日至

7 日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举行。由于
今年是奥运年，江西网球公开赛与 8
月 6日开幕的里约奥运会在时间上有

很大的冲突，相当多的一流球员要代
表本国征战奥运会。不过值得高兴的
是，组委会已经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
的球员——曾获得过温网、澳网、法网
和美网全满贯混双冠军拉达妮埃拉·
汉图楚娃，和获得过法国网球公开赛
女单冠军的弗朗西斯卡·斯齐亚沃尼。

据悉，江西网球公开赛冠军积分
280 分。本届赛事成绩最好的中国注
册球员将享有 WTA 皇冠明珠赛事中
国网球公开赛正选外卡一张。

品牌效应彰显
发布会上，组委会为赛事合作企

业、联合推广机构颁发证书。记者发
现，相比往年，今年赛事运营更为成
熟、顺畅，合作方逐年增多，赛事的影
响力日益向外扩散。

据江西网球公开赛赛事总监云川
介绍，今年的赛事国内转播总时长将

不少于 24小时，国际转播总时长则不
少于640小时。目前已有11家企业确
定与赛事组委会合作，是2014年4家、
2015年7家的总和。

发布会当日，江西网球公开赛正
式开票。今年组委会指定专业票务公
司负责票务渠道铺设、票务咨询服务、
预售沟通协调等相关工作，观众不仅
可使用网银、支付宝、消费卡等多种支
付方式订票，还可关注微信公众号或
扫描二维码实现直接购票。网页购票
可登录赛事官网。为鼓励更多的市民
来现场观赛，今年票务政策实行低价战
略，中心场决赛的票价为 80 元至 480
元，而平日场价格仅为50元至280元。

为配合票务销售，票务运营方还
将在比赛期间开展全民乐园、激情音
乐节、饕餮美食节三项主题嘉年华活
动，通过水上娱乐、歌舞表演和美食
餐饮等多种形式来聚拢人气，为赛事
助阵。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 通讯员吕
海）6 月 19 日，2016 年全国攀岩分站赛
厦门站比赛在厦门市结束，在男子速度
赛决赛中，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青少
年攀岩俱乐部选手林鹏辉以 6.72 秒夺
得冠军，欧志勇以7.082秒屈居亚军，正
在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就读的西藏
籍学生边巴扎西获得季军。江西籍选
手何翠莲以10.03秒战胜西藏选手仁青
拉姆获得女子速度赛冠军，正在江西应
用技术职业学院就读的
西藏籍学生普布卓玛以
11.05 秒获得女子速度赛
季军。

据悉，此次比赛由中
国登山协会主办，厦门体
育局及特房集团共同承

办，吸引了全国 32 支代表队 70 余名选
手参赛，攀岩高手云集，包括目前全国
积分排名位于前列的瞿海滨，多届攀石
赛全国冠军王清华，男子攀石、难度、速
度全国三料冠军马自达，女子攀石、难
度、速度全国三料冠军仁青拉姆等，此
次比赛代表了国内竞技攀岩的最高水
平。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青少年攀
岩俱乐部 6 名选手分别参加了男女攀
石赛、男女速度赛。

全国攀岩分站赛厦门站比赛结束

江西选手获得男女速度赛冠军

本报贵溪讯 （记者钟海华 通讯
员彭成刚）6月19日晚，2016年华中地
区健身健美大赛江西站的比赛在贵
溪市落幕。经过激烈紧张的角逐，
大赛最终产生了8个项目的冠军及
前6名。其中，江西共有9名运动

员获奖。
此次大赛共吸引了来自

全国 30 个省市的各健美协
会、健身俱乐部、健身中

心、高校等单位团体的200名健身运动

员参与。大赛分为健美、健身两个大

项，按照性别、身高、体重等进行分组比

赛。随着比赛的进行，强烈的视觉冲

击，让台下的观众们着实“看醉了”。

这次比赛的成功举办，有力促进了

健美健身运动在贵溪市的发展，让更多

人意识到了健身的重要性，提高了大家

健身的积极性。

2016华中地区健身健美大赛在贵溪落幕

本报于都讯 （记者钟端浪 通
讯员钟小明）“十月里来秋风凉，中

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
新田打胜仗。”6月19日，大型系列纪录
片《长征》在于都县开拍。

据了解，该纪录片由北京电视台
《档案》栏目组策划拍摄，摄制组将从于

都开始，沿着红军长征的足迹，寻找红
色遗址，挖掘红色历史。纪录片总共将
拍摄 10 集，每集 60 分钟，将于今年 10
月在北京电视台《档案》栏目播出，以纪
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号召年
轻人去感受红军战士的高贵品德，传承
并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纪录片《长征》在于都开拍

江西网球赛事“升级”了！
■本报记者 郁鑫鹏

6月20日，距由国家体育总局、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16江

西网球公开赛开赛还剩40天的时候，赛事组委会在南昌万达文华酒

店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告赛事由此正式启动。 斯齐亚沃尼

江西美式橄榄球球队迎来首场比赛

6 月18日，华东
交通大学北区体育场，
2016“城市碗”美式橄
榄球系列赛正式打响，
南昌枪骑兵队主场迎
战来访的杭州鱼鹰队，
双方队员上演激烈对
抗。经过近两个小时
的角逐，南昌枪骑兵
队最终以22∶46的比
分不敌杭州鱼鹰队。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与葡萄牙“闷平”奥地利一样，场面踢得很热
闹的法国队，又与瑞士队交了“白卷”。

对于“进球难产”的本届欧锦赛一大通病，法
国队主帅德尚说出了他的感受——“除了西班牙
队以外，每个球队都会觉得每一场比赛都很艰
难”。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是，两连冠的西班牙，
8年来不断延续和完善着本国足球的DNA，而也
只有最适合本国球员特点的技战术打法，才能激
发出他们最大的能量，因此“斗牛士”到了在过程
和结果上都可掌控的地步，他们是唯一一支在打
完两轮小组赛便净胜4球的队伍。

C罗领衔的葡萄牙队是至今发挥最差的所谓
强队。与奥地利、匈牙利和冰岛一组，他们竟然
也能打出尴尬的两连平，且两场只进一球，出线形
势毫不乐观。值得一提的是，葡萄牙在首战1∶1打
平冰岛中，创造了 26次射门、72.2％的控球率，这
两项数据在第一轮小组赛中排在 24 强之首。次
战奥地利，他们依然有23次射门，外加一个点球，
但结果是更糟的一球未进。

这种反差除了有运气差的成分外，葡萄牙的
关键问题其实是老生常谈——该国足坛只盛产
中场球员，独缺一流中锋。这导致边锋出身的C
罗，现在不得不经常顶上中锋的位置，与对方高
大强壮的中卫“肉搏”，结果是无法在最擅长的位
置射门，破门感觉迟迟找不到。

一向在小组赛横扫一片的德国队，这次也遇
到了麻烦，他们走到了技战术层面的“拐点”，有
些迷失自我。两场比赛只进了两球，且被以往并

不放在眼里的波兰队逼平，令世界冠军有些颜面
扫地。

的确，在学习西班牙足球下、以“无锋阵”赢
得世界杯后，勒夫没有理由不坚持既有的战术。
但是，在更多对手对他们深入研究后，德国队也
陷入了“空有数据、无法破门”的尴尬。这时，勒
夫是否有略微调整的“B计划”，是否还要放弃本
国足球的 DNA——以身体和效率见长的高中
锋？值得思考。

意大利队虽然取得两连胜，也被一致性地叫
好“意式反击”的经典重现，但不要忘了，他们的
中场还是奇缺一位有灵性的球员，整体显得平
庸，缺乏创造力。

贵为东道主的法国队，也令人失望，他们是
板凳深度最深厚的球队，德尚得以场场更改首发
人员，但是却难改“进球难产”的毛病。至今三场
比赛，法国从未在上半时进过球，且在已打入的
四个进球中，有三个来自于第89分钟及更晚的时
间。试想如果到了淘汰赛，遇到防守更强悍的对
手，“帕耶式绝杀”，还能一次次拯救球队吗？

法国队问题的原因，前主帅多梅内克早有论
断——“我不看好这届能夺冠，因为球队没有一
个领袖”。的确，博格巴虽然能力出众，但没有展
现出对全队的领导力，更多时候还是靠“孤胆英
雄”的个人能力去远射、去长途奔袭来解决问
题。他领衔的中场，既有厚度，也有硬度，但同样
欠缺灵性。因此，法国仍比西班牙低一个档次。

（新华社记者 岳东兴）

除了西班牙，强队在哪里？

欧文致命三分 骑士神奇逆转

首节开打，在生死战的氛围之下，双
方球员都表现得有些紧张。骑士依靠频
繁的篮下突击和欧文的跳投，逐渐稳住局
势，单节打完，骑士 23∶22暂时领先。

次节，拉锯战还在继续。德拉蒙德·
格林成为勇士单节最闪耀的球星，他连续
在外线 4次三分出手全部命中，帮主队领
先。半场打完，勇士 49∶42 实现反超领
先，并将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一节。

末节，争夺陷入白热化。比赛最后 4
分钟，比赛已然进入窒息的状态，双方轮番
攻击篮筐，可谁都没法把球打进。比赛还
剩53秒，欧文迎着库里的防守命中了足以
改写历史的三分球，而詹姆斯则冒着受重
伤的风险，上篮造成犯规。最终，随着库里
三分偏出，克利夫兰人赢得了总冠军。

惊天大逆转 NBA史无前例

拿到这个总冠军对于骑士队太不容
易，总决赛一开始，勇士便显示出强烈的
冠军相，总决赛前两场都是一边倒的结

局，当勇士凭借水花合砍 63分的表现
强势在克利夫兰取胜后，没有人认为骑
士还能有回击的力气。即便骑士将总比
分扳回1∶3，勇士依然志在必得。

没想到之后骑士一路将总决赛拖入
了抢七大战，但胜率依然不站在他们一
边。骑士在1∶3落后的情况下把系列赛逼
进第7场，已经是历史第三队了，上一次做
到这点的两支球队，还是1951年的纽约尼
克斯和1966年的洛杉矶湖人，而他们最终
也都没能赢下生死战。没有人看好骑士，
毕竟，主场优势、提前拿到赛点等条件都
可能导致系列赛再无逆转的可能。但骑
士最终做到了。

52年的等待 皇帝再当MVP

对于詹姆斯而言，冠军的滋味不陌
生，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捧起总冠军奖杯，但
这却是他最重要的一座。初出茅庐的詹姆
斯一心只为骑士夺冠，但 7 年冲击王座未
果，最终远赴他乡，在迈阿密实现了冠军
梦，从此，他被家乡的人们视为“叛徒”。

2014 年，詹姆斯回到家乡克利夫兰，
希望为小城带来一座总冠军奖杯，也希望
让克利夫兰这座 52 年无缘北美四大职业
体育联赛冠军的城市重新尝到冠军的滋
味。今天他终于实现了他的诺言。

20 日 的
比赛中，詹姆斯
在末节拿到三双，
成 为 自 1988 年 詹 姆
斯·沃西后，又一位在抢
七生死战中拿到三双的球
员，距今已有28年。

这还是詹姆斯个人在季
后赛里的第 7 次三双，目前他
排名历史第二，仅次于“魔术
师”约翰逊的季后赛8次三双。

今年詹姆斯在后三场的
场均数据则是 29.7 分、11.3 篮
板、8.9 助攻、2.6 抢断、2.3 盖
帽 。 他 也 再 次 荣 膺 总 决 赛
MVP。

“我实现了承诺，尽了我的
一切努力把总冠军带回克利夫
兰。”詹姆斯含泪说道。

（钱 业）

体育·娱乐

NBANBA总决赛终极悬念揭晓总决赛终极悬念揭晓 超级逆转诞生超级逆转诞生

二士相争二士相争““骑骑””开得胜开得胜
历时半个月，打满七场球，2016NBA总决赛6月20日

落幕。骑士队在客场奥克兰甲骨文体育馆以93∶89战胜勇

士队，总比分从1∶3落后到最终完成4∶3逆转，

骑士队创造了NBA历史，赢得了

队史上的首个总冠军。

前瞻

6月22日 00:00
乌克兰VS波兰波兰

北爱尔兰VS德国德国

03:00
捷克VS土耳其

克罗地亚VS西班牙

抢占制高点
乌克兰已然出局，已兵败如山倒的他们，只

剩下为荣誉而战。但面对波兰人抢占小组第一制
高点的攻势，恐怕难以抵挡。或许，先把目标定在打
进本届杯赛第一球，进而再追求得一分，才是最实际
的想法。但这对于实力有限又士气低落的乌克兰来
说，也难上加难。攻击力强悍的波兰，拿落魄者开
刀，分明胜券在握。

虽然出线已不会有太大意外，但德国如不能取
胜，小组第一位置很有可能被波兰抢去，在接下来的
淘汰赛中就占据不了制高点。因此，德国战车只能
奋勇向前击溃北爱尔兰。而北爱尔兰只要不输，就
几乎也可出线，打惯了防守反击的他们，肯定会死死
阻滞德国战车的进攻，伺机偷袭。对于德国队来说，
控制住中场，消磨掉对手的耐性，肯定能找到破绽，
最终攻击得手。很有可能，这又将是一场最后二十
分钟见分晓的比赛。

土耳其没有积分，捷克只有1个积分，前两名没他
们的份，只能争第三寻求出线机会。不分输赢，对谁都
没意义，这对难兄难弟杀起来肯定会分外眼红。上一
场能绝地反击起死回生，捷克人的血性有所回归，生
死战中，向来以韧性著称的他们，应该胜算更大。

能控制过程，也能摘下果实，目前只有西班牙做
到了。两强相争，为的是小组第一，避开淘汰赛以逸
待劳的意大利。传控足球已入西班牙人的骨髓，而
克罗地亚也同样精于中场组织，伊涅斯塔对莫德里
奇，堪称大师级的较量。王者底蕴深厚的斗牛士，或
许更能以平常心取得胜利。可以想象，这将是一场
华丽的比赛，值得期待。 （本报记者 尹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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