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冠决赛基辅落幕

皇马获得三连冠

新华社基辅5月26日电 2017-2018赛季
欧洲足球冠军联赛决赛 26 日晚在乌克兰首
都基辅奥林匹克体育场落幕。西甲皇家马德
里队以 3∶1 战胜英超利物浦队，赢得本赛季
冠军并实现了欧冠三连冠。

这是皇马第13次赢得欧冠奖杯。
在现场63000多名观众的呐喊助威声中，

开场后双方立刻进入火拼状态，双方门前险
情不断。上半场虽互有射门，但都未能进球。

下半场易地再战后，两队均加强了攻
势。比赛进行到第51分钟，皇马前锋本泽马
利用对方守门员卡里乌斯抛球失误率先破
门，打入本场首粒进球。4分钟后利物浦前锋
马内将比分扳平。但在第64分钟和第83分
钟，皇马前锋贝尔分别用一记倒钩和一记远
射连进两球，最终锁定胜局。

皇马队主教练齐达内与皇马队主教练齐达内与（（右右））与伊斯与伊斯
科在颁奖仪式上庆祝科在颁奖仪式上庆祝。。

招 标 公 告九开建招字〔2018〕69号
“开发区接入鹤问湖污水处理厂管网进水浓度提升、老城区污水管网提升改造、河西排涝泵房闸口污水整治（勘查、设计、施工一体化）工程”经开发区

经济发展局批准建设，现对该工程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工程基本概况：1、项目名称：开发区接入鹤问湖污水处理厂管网进水浓度
提升、老城区污水管网提升改造、河西排涝泵房闸口污水整治（勘查、设计、施工一体化）工程；2、建设规模：雨污分流改造、清淤、检测及堵漏等施工（具体详
见资审文件），总投资约5.3亿元；3.标段划分：一个标段；4.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勘查、设计、施工等工程的全部内容。以及未列出的项目，但与本工程密切相
关且必不可少的系统相关工作内容。5、工期要求：2018年12月开工，2020年 12月完工。二、报名资格条件：1.投标企业具有履约能力的企业法人，并在人
员、技术、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2.投标企业应同时具备下列资质：①市政工程设计行业甲级及以上资质；②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
质；注：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3.主持设计师的资格要求：具有给排水专业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4.施工项目经理的资格要求：具备一级注册建造师
（市政公用工程）资格；5.施工技术负责人：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6.业绩要求：企业近5年内（2013年6月至2018年5月）完成过单项合同工程造价不少
于40000万元的市政管网工程施工业绩（网上可查询）。三、投标报名须知：1、有意向的潜在投标人可于2018年5月28日～6月1日 每天上午9:00-11:30，下
午15：00-17:00至九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报名，并提供以下材料原件（施工资质证书可提供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同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一份，装订成
册）：（1）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人须由施工注册建造师担任；（2）投标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设计资质证
书、施工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采用联合体投标人提供联合体协议书；（3）业绩证明材料：经备案的中标通知书或直接发包告知书、经备案的施工合
同、施工许可证、施工图中任意两项和竣工验收备案表（必备）；业绩网页打印页（投标人提供的省内工程项目业绩应当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房建市
政工程-中标信息管理系统”中可以查询；提供外省工程项目业绩的，应当是在外省省级(含副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级建设工程招投标
监督机构官方网站上可以查询到的。竣工验收备案表与部分省市出具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书》之类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竣工验收备案文
件同等有效；部分省市存在业绩网上无法查询的问题，如不能提供有效网址查询的投标单位则需提供省级（含副省级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业绩网
上无法查询的证明材料及市级及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业绩真实证明材料。）（4）主持设计师的职称证书、施工建造师的注册证书及安考证书、施工
技术负责人职称证书、五大员证书（质量员、资料员、材料员、安全员、施工员）；2、外埠来赣单位还应在开标前办理好江西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省外建设
工程企业信息登记管理系统”的省外进赣企业信息登记（设计资质和施工资质均需办理）。招标人：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环保局 招标代理机构：九江
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刘飞 0792-8983575，15279238296）招标监督机构：九江市开发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

招标公告赣建九开招字〔2018〕70号
最美长江岸线（永安堤段）建设工程经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经济发展局批准建设，现对该工程总承包

进行公开招标，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工程基本概况：1、项目名称：最美长江岸线（永安堤段）建设（设计-施工）工程总
承包；2、建设地点：九江市城西港区永安堤（赤湖工业园码头用地以东至阎家渡闸口）、永安乡白华村和王家堡村，全长约
19公里，面积约1200亩；3、建设规模：工程总投资约5000万元；4. 标段划分：一个标段；5．招标范围：主要包括设计（包括
地形测量、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包括道路、绿化、亮化、美化等）等工程的全部内容。主要施工内容包
括内容有长江岸线的整治（大堤护坡整治、堤面道路破损修复、堤脚绿化整治、堤面路灯更新、防汛亭翻修、指示及警示标
识设置等）；永安乡白华村和王家堡村村庄美化工程；6、工期要求：2018年6月开工，2018年8月完工；7. 本项目采用现场
报名、资格预审，纸质化评标。二、报名资格条件：1.投标企业必须是具有履约能力的独立企业法人；2.投标企业应同时具
备市政行业道路工程专业甲级及以上设计资质，市政公用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名）；3.主
持设计师的资格要求：具备道路行业高级职称资格；4.施工项目经理的资格要求：具备壹级注册建造师（市政公用专业）
资格和安考证；5. 施工技术负责人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投标人必须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有效，如发现投标人提
供的材料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将取消其投（中）标资格，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严肃处理。三、投标报名须知：1、有意
向的潜在投标人可于2018年 5 月 28 日～6月 1 日（节假日除外）每天上午9:30-11:30，下午15：00-16:30至九江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九江市八里湖新区市民服务中心东楼三楼）报名及领取资格预审文件，并提供以下材料原件（资质证书可
提供复印件）（同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一份，装订成册）：（1）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
证）；（2）投标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设计资质证书、施工资质证书、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3）拟派主持设计师的职称
证书、施工项目经理的注册证书及安考证书、施工技术负责人高级职称证书、五大员（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材料员、资
料员）证书；2、外埠来赣单位还应在资格预审前办理好江西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省外建设工程企业信息登记管理系
统”的省外进赣企业信息登记。招标人：九江市城西港区管理局 招标代理机构：九江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
电话：马静0792-8983575、15387929201）招标监督机构：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招投标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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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举行青少年足球俱乐部联赛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5月26日，2018

年南昌市青少年足球俱乐部联赛暨 2018 鄂
湘皖赣城市冠军杯青少年足球预选赛在南昌
国体中心足球公园开幕。

据悉，此次联赛由南昌市体育局主办、南
昌市足协承办，共有来自南昌市各俱乐部、区
县、学校的54支青少年队伍、共计600余名球
员参加，涵盖了U8-U16等组别，是南昌市青
少年参赛队伍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足球盛
会。联赛将分为国体中心和八一体育场两个
赛区，历时近两个月的赛程。值得一提的是，
代表南昌市参加 2018 鄂湘皖赣城市冠军杯
U11组的队员，也将在此次联赛中产生。

苏炳添再破10秒
新华社洛杉矶5月27日电 在刚刚结束

的2018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上，在男子
百米赛中，中国名将苏炳添跑出9秒90，尽管
因为超风速并不会被正式统计，但这是苏炳
添的个人最好成绩。此外，王宇夺得男子跳
高第三，董斌也在三级跳远中取得今年亚洲
最好成绩。

此次男子百米赛云集了众多高手。最终
美国选手贝克以9秒78率先撞线，科尔曼以9
秒84拿到第二，英国人普雷斯科德9秒88获
得第三，苏炳添9秒90位列第4。由于比赛时
现场风速为顺风2.4米/秒，因此上述成绩均
为超风速成绩，不会被正式统计，但这也是苏
炳添个人生涯的最好成绩。

在男子跳高比赛中，卡塔尔名将巴西姆
以2米36获得冠军，俄罗斯的莱森科获得亚
军。中国选手王宇以2米32获得季军，这也
是他近5年个人最好成绩。董斌在男子三级
跳远的比赛中以17米22的本赛季个人最好
成绩、今年亚洲最好成绩获得第五。

男子其他比赛中，美国的莱尔斯获得200
米冠军。牙买加名将麦克莱奥德获得110米
栏冠军。肯尼亚名将切鲁约特以3分49秒87
夺得1英里跑冠军。另一位肯尼亚选手基根
以8分09秒07的生涯最好成绩夺得3000米
障碍冠军。美国人克洛塞以22米53摘得铅
球冠军。德国选手罗尔勒以89米88的赛会
纪录获得男子标枪冠军。

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
江西选拔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黄锦军）近日，省戏剧家协
会主办的第22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江
西选拔赛在南昌举办，分别选出个人和集体
一、二、三等奖节目以及优秀奖节目共21个。

本次江西选拔赛有4个设区市、2个基地
和16个学校的近400名选手参加，京剧《天女
散花》、采茶戏《打鞋底》获个人一等奖，采茶
戏《搭船巧遇》获集体一等奖。我省评委们对
越来越多的小演员参与戏曲艺术活动十分高
兴，一致赞扬小梅花活动对于戏曲艺术的繁
荣发展是一件大好事。

本报记者 郁鑫鹏

5 月 27 日，国家体育健身休闲产业重
大项目——“美丽中国 江西样板”千里跑
赣鄱·中国（江西）美丽乡村马拉松联赛的
一场重点赛事——塔罗亚·2018中国莲花
美丽乡村国际半程马拉松赛在萍乡市莲花
县鸣枪开跑。

本次赛事由江西日报社、江西省体育
局、江西报业传媒集团、中共莲花县委、莲
花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莲花县委宣传部、
莲花县体育局、莲花县旅游发展委员会、六
市乡人民政府承办，江西省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协办，由江西日报传媒集团体育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独家运营。

来自国内外 5000 多名马拉松爱好者
在美丽的乡村赛道上激情奔跑，并用坚持
到底、锲而不舍的马拉松精神向“将军农
民”甘祖昌和老阿姨龚全珍致敬。

“莲花之乡”首个马拉松赛

莲花县，有“中国莲花之乡”之誉，是
“将军农民”甘祖昌故里，是以甘祖昌及夫
人龚全珍老阿姨先进事迹为原型创作的电
视剧《初心》的拍摄地。

“美丽中国 江西样板”千里跑赣鄱·中
国（江西）美丽乡村马拉松联赛，是中国第

一个省级马拉松联赛，是江西省第一个积
分制马拉松赛事，也是江西省规模最大的
乡村马拉松赛，是2017年度江西省最具影
响力十大特色赛事之一。

据悉，本次比赛是莲花县有史以来规
模最大的体育赛事。当日的赛事，分半程
马拉松组和迷你马拉松组。萍乡市政府、
江西日报社、江西省体育局等单位有关领
导为赛事鸣笛开跑。省体育局副巡视员黄
卫民代表“千里跑赣鄱”联赛组委会，向赛
事主办地莲花县授赛会会旗。

“醉”在“最优美村庄”

一场大雨过后，莲花县的颜值进一步
提升，空气质量优良，比赛于27日6时正式
开始。

近年来，莲花县全域旅游发展迅速，目
前正在打造人民安居乐业的“莲花福地”和
国内知名的四季花海旅游目的地。境内森
林覆盖率达 71.35%，拥有众多风景名胜。
本站赛事的赛道所在地六市乡海潭村，获
得“全省新农村建设点最优美村庄”称号。

当日全程21.0975公里的赛道，展现了
“醉美”的乡村风光，勾勒出了新时代莲花
县美丽乡村的生动画卷。赛道将几个村庄
串联起来，赛道周边有万亩茶海、生态果
园，有活力涌动的新农村、充满艺术感的乡

间小品。选手们沿路经过了千年银杏树，
千年红豆杉、千年古村，可谓一步一景。更
值得一提的是，赛道时而上坡，时而平坦，
选手们一会在村庄里，一会钻入丛林中，比
赛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当然，沿途的特色
加油站和为参赛选手呐喊助威的热情观
众，也为选手们提供了激情澎湃的动力。

在多彩文化中“穿越”

这场马拉松赛事，不仅仅是一场体育
运动，更是一场文化盛宴。

开赛前，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节目让
人目不暇接，有采茶戏《盛世欢歌》，有体现
邻里和睦、尊老爱幼传统美德的《香香女人
茶》，有传唱大江南北的歌曲《老阿姨》……
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新时代的新莲花。

跑步很枯燥吗？不！赛道沿线，有独
具地方特色的舞龙表演、腰鼓表演等文化
加油站。在终点，有“血鸭烹饪”“莲花打
锡”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现场展示。
早在2000多年前，莲花就有锡制品，“莲花
打锡”堪称江西民间手工技艺一绝，是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非遗传承人在颁
奖仪式现场的打锡演示，其精湛的技艺，让
人啧啧称赞。现场展示的锡器，造型新颖，
工艺精美，让人爱不释手。

原生态与新时代相拥，传统文化与马

拉松运动相融，如此“莲马”，选手们纷纷表
示：这不仅仅是一项马拉松运动比赛，更是
一场魅力独特的乡村文化马拉松。“我感觉
到既是在美丽的大自然中奔跑深呼吸，也
是在莲花特色文化中穿越，这次马拉松赛
事，真的很特别，很有魅力！”来自广州的跑
友朱智心高兴地说。来自湖南的跑友胡海
波表示，不虚此行，这次跨省前来莲花参赛
对好客的莲花人、风光秀丽的新农村等，都
有深刻印象。还有跑友说，能用奔跑的方
式向甘祖昌老将军致敬，让他感到自豪，明
年还要来参赛。

龚全珍为冠军颁奖

经过激烈的角逐，来自埃塞俄比亚的
参赛运动员都古玛夺得男子组第一名，成
绩为 1 小时 08 分 34 秒。男子组第二名来
自肯尼亚的克里奇，成绩为1小时08分55
秒，第三名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古德塔，成
绩是1小时15分07秒。女子组的第一名，
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塞玫，成绩为1小时21
分10秒；第二名，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森贝
塔，成绩为1小时21分28秒；第三名，被中
国的谢珍珍夺得，成绩为1小时40分25秒。

此次比赛一大亮点，是全国道德模范、
老阿姨龚全珍专程赶到现场，为男女组冠
军颁发奖牌、奖杯。

——“千里跑赣鄱”中国（江西）美丽乡村马拉松联赛莲花站侧记

奔跑，在莲乡

世界台协声明称两中国球手涉嫌操纵比赛 对其进行无限期禁赛

于德陆 曹宇鹏 职业生涯就此终结？

曹宇鹏 于德陆

世界职业台球和斯诺克协会（简称世界
台协）日期发表声明，称中国斯诺克球手于德
陆和曹宇鹏涉嫌违反世界台协规定，操纵比
赛以及赌球、不配合世界台协相关调查。世
界台协据此对两人作出了临时禁赛的处罚。
中国台球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根据世界台
协听证会的结果和中国台球协会有关规定作
出进一步决定。虽然类似事件在国际斯诺克
界屡见不鲜，但这是中国职业斯诺克运动开
展以来首次被曝出赌球及操纵比赛的丑闻。
中国台协称将对这类行为进行严肃处理，绝
不姑息。

世界职业台球和斯诺克协会在声明中透
露，中国球手于德陆涉嫌在 2015 年操纵了 5
场比赛的结果。另外，在其他两场比赛前有
人与于德陆进行接触，要求他操纵比赛结果，
但于德陆本人没有向世界台协汇报。于德陆
还涉嫌赌球并且不配合世界台协的调查。另
一名中国球手曹宇鹏涉嫌在 2016 年操纵了
三场比赛的结果，并且同样不完全配合世界
台协的调查。但世界台协并未详细说明两人
涉及的比赛场次。

世界台协还表示，其旗下的诚信单位与
总部设在瑞士的一家体育数据公司对此一起
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最后作出了对两人禁赛
的决定。两名中国球手以及一名涉嫌打假球
的英国球员可以就禁赛处罚提出上诉，而世
界台协纪律委员会不久后将为三人的事件召
开听证会，根据听证会的结果作出最终的决
定。在决定出台之前，三人将一直被禁赛。

世界台协主席简森·弗格森针对此事在
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说：“作出立刻禁止球员
参赛的决定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世界台协有
责任保证斯诺克运动的诚信不受损害，现在
的决定就是要消除所有的疑问，并将这些事
件交给正规的程序解决。”

在世界台协发表声明和弗格森主席表态
之后，中国台球协会迅速作出回应，在昨天
下午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措辞严厉地表示将

不会姑息两名中国球手的行为，并将根据世
界台协听证会结果和中国台球协会有关规
定作出进一步决定。中国台协表示：“中国
台球协会坚决维护竞赛环境的公平、公正和
不容践踏，对于假球、赌球和操纵比赛等违
法违规行为将严肃处理，绝不姑息。经研究
决定，即日起暂停曹宇鹏、于德陆参加国内
台球比赛资格，同时督促两名球员端正态
度，积极配合世界职业斯诺克协会相关调
查。中国台协在声明中再次告诫所有球员必
须严守道德准则和职业操守，自觉维护国家
和个人形象，遵纪守法。”

涉及此次斯诺克假球以及操纵比赛的两

名球员都是在中国职业斯诺克界成名已久的
球员，其中 30 岁的于德陆世界排名 43 位，是
与中国斯诺克第一人丁俊晖同时代的球手。
于德陆曾经在2009年郑州公开赛中打出147
满分杆，是第一个在国内顶级斯诺克赛事打
出满分的球手，其职业生涯国际排名赛最好
成绩为中国公开赛以及上海大师赛 32 强。
曹宇鹏今年 27 岁，世界排名第 37 位，曾经打
进过世锦赛16强，并曾在2017年苏格兰公开
赛中闯进过决赛获得亚军，被誉为国内大器
晚成球手的代表人物。

根据以往类似丑闻的处罚案例，涉嫌打
假球和操纵比赛的球手禁赛期最多可超过10

年，罚款也达数万英镑。于德陆、曹宇鹏将会
被无限期禁赛直到世界台协经过听证会后作
出最终处罚，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二人的职
业生涯将会受到重大影响，甚至会就此结
束。 （刘艾林）

斯蒂芬·李50岁禁赛期满

斯诺克运动一直受到假球的侵害。2013
年，当时排名世界第五的英国名将斯蒂芬·李

因为打假球被处以禁赛12年的处罚，并被处

以 4 万英镑的罚款。他被指控在 7 场比赛中

打过假球，这是世界斯诺克运动史上最为出

名和典型的一次假球事件。据相关调查以及

法庭的裁定，从 2008 年至 2009 年期间，斯蒂

芬·李一共参与了7场假球比赛，包括2008年

的英国锦标赛、2009年中国公开赛和2009年

的斯诺克世锦赛。这几场比赛，博彩界的投

注总额超过17.65万美元，下注者获利超过15
万美元。当时38岁的斯蒂芬·李曾经拿下过

5 次排名赛冠军，世界排名两度高居年终第

五位。李的禁赛期从 2012 年 10 月 12 日算

起，将持续到 2024 年 10 月 12 日。禁赛期满

那一天，斯蒂芬·李正好50岁，可以说他的职

业生涯已经结束了。

除了斯蒂芬·李之外，国际斯诺克界最为

著名的一次涉嫌打假球事件要数“白巫师”希

金斯的被“钓鱼执法”。2010年，希金斯由于

违反博彩法案的相关规定且未能及时上报可

能存在的赌球行为而被罚款7.5万英镑，但因

为事件被曝出的过程来源于英国记者的“钓

鱼式取证”，希金斯得以被轻判，只是被罚款

和禁赛半年了事。2006年澳大利亚球手汉恩

也曾被禁赛8年，他曾与3个不同的赌球团体

有过接触，他是斯蒂芬·李之前禁赛期最久的

台球选手。 （刘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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