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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美国高尔夫球大师赛昨
日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国家高尔夫
俱乐部结束了最后一轮的争夺，美
国巨星、“老虎”伍兹众望所归，时
隔 14年后再次赢得美国大师赛冠
军，披上象征冠军荣耀的绿夹克。

伍兹四轮成绩分别为70杆、68杆、
67杆和70杆，最终以低于标准杆13杆的
275杆完赛。这是伍兹第五次赢得美国大师
赛冠军，也是他个人第15个大满贯赛冠军。上
次伍兹夺得美国大师赛冠军还是在2005年。

获胜后伍兹激动不已。他说：“在这里获
胜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我终于能证明自己
有实力再次夺得冠军乃至大满贯冠军了。
第五次穿上绿夹克也给了我很多的信心。
我很幸运，可以从事我热爱的运动；也很开
心，能够在孩子们面前，向他们展示我热爱
的运动。我很感激能够有机会回来，能够再
次夺得美国大师赛冠军。”

受伤病困扰的伍兹在过去几年一直起
起伏伏，他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带给其他人
更多的鼓励。“我的职业生涯经过了起起伏

伏，曾经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还能够再打高
尔夫，有伤病的那段日子，我坐着躺着都非
常难受。今天在这里获胜让我感到非常欣
喜，希望我的经历对于每一个正在经历挫折
的人有激励作用，希望他们永远不要放弃。”

包括科普卡在内的3位美国选手以276
杆的成绩并列第二。中国球员李昊桐在最
后一轮发挥不错，成绩是低于标准杆4杆的
68杆，最终以总成绩287杆获得并列第43。

美国大师赛是世界男子高尔夫球四大
满贯赛事之一，也是每年的第一个大满贯赛
事。赛事冠军除了获得冠军奖杯外，还将披
上象征冠军的量身定制的绿夹克。

本报讯 2019郑州（高新区）国际女子
半程马拉松暨全国女子半程马拉松锦标
赛，将于 4 月 21 日在郑州高新区甜蜜开
跑。目前，赛事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
就绪。参赛选手的比赛装备发放工作将于
4月 19日上午 10点正式开始，具体地点设
在位于迎春路与雪松路交叉口东北角的高
新区中心广场。

根据组委会的指定流程，参赛选手须携
带本人身份证到现场打印领物凭条，随后至

对应窗口领取参赛装备，参加半程马拉松的
选手还需要完成计时芯片的检测工作。

装备中主要包括盛衣包、比赛服、号码
布、《参赛指南》等物品，赛事官方速配员的
装备也在同一时间开始发放。

具体的领物时间为：4月 19日 10：00~
18：00，4月 20日 10：00~20：00，组委会特别
提示广大跑友，领物时务必携带本人有效身
份证原件前往，谢绝代领。4月 20日为外地
选手领物高峰期，建议本地选手错峰前往，

尽量在 4月 19日领取。团队装备领取可致
电15238630621联系。

公共交通指南：
一、地铁：乘坐地铁 1号

线至河南工业大学站下车，
然后转乘 S150、B27路公交
至银屏路雪松路站下车；
二、公交车：乘坐B27、S150、
S151、45路至银屏路雪松路
站下车。记者 郭韬略

本报讯 第二届全国青运会五人
制足球社会俱乐部男子 12~13岁组的
比赛，近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落幕。
首度代表河南亮相全国赛场的塔沟足
球基地U13队表现不俗，取得了第四
名的好成绩。

为了进一步推动国内青少年足球
的发展，本届青运会足球比赛设置了多
个年龄组别，也为广大小球员提供了更
多更高层次的竞技平台。五人制足球
12~13岁组的比赛共有北京、内蒙古、河
南、吉林等省（市）、自治区的19支队伍参
加。比赛分为小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
段，小组赛分在B组的塔沟基地队踢得
顺风顺水，三战三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
晋级八强。1/4决赛中，他们遭遇东道
主内蒙古天骄队，在上半场0∶1落后的
情况下，下半场连进 6球，最终以 6∶2
挺进四强。半决赛，塔沟基地队同陕西

志丹队一直鏖战到加时赛结束难分胜
负，双方进入点球大战，塔沟 4∶7遗憾
失利，三、四名决赛，他们0∶2负于北京
翱翔队，最终名列第四。2015年 11月
份，河南省体育局在塔沟武校设立河南
省青少年少林足球训练基地，旨在利用
这里庞大的选材基础，从有武术功底的
孩子里挑选出具备足球天赋的苗子，
进行足球专业训练。此后，塔沟武校
专门聘请了西班牙优秀青训教练担任
足球队总教练，引入先进的训练理念
和方式。经过努力，该校的足球队最
近两年逐步在省内外的一些赛事中崭
露头角。这一次还是塔沟足球队第一
次参加二青会这样的全国大型综合性
运动会，虽然没能收获奖牌，但第一次
亮相全国舞台就进入四强，也可喜可
贺。接下来塔沟足球队还将参加二青
会十一人制的比赛。记者 郭韬略

郑州国际女子马拉松21日开跑
参赛装备本周五可领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招商依云上城北苑” 项目位于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孙武路西侧，公园北二路北侧。 项目
总占地面积 32522.3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10415.71
平方米，容积率：2.49，建筑密度 18.27%，绿化率：
32.92�％。 一、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资信良好物业服务企业。 2、有欺诈、违约、违
规等不良行为记录物业服务企业不允许参加投标。
二、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9 年 4 月 15
日 -2019 年 4 月 19 日。 三、投标资格预审方式：线
下资格预审；四、招标文件领取地点：郑州航空港区
新港大道与空港二路交叉口市政建设环保局住房保
障和房地产管理处 （通过线下现场资格预审后获取
招标文件）。 联系电话：0371-86199679

招标人：郑州招商康颂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16日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招商依云上城南苑” 项目位于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北二路以南、 规划电子科技二街以西。
项目总占地面积 36791.20 平方米 ， 建筑面积
102844.78 平方米，容积率：1.99，建筑密度 23.82%，
绿化率：32.11�％。 一、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资信良好物业服务企业。 2、有欺诈、违
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物业服务企业不允许参加投
标。 二、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9 年 4 月
15 日 -2019 年 4 月 19 日。 三、 投标资格预审方式：
线下资格预审；四、招标文件领取地点：郑州航空港区
新港大道与空港二路交叉口市政建设环保局住房保
障和房地产管理处 （通过线下现场资格预审后获取
招标文件）。 联系电话：0371-86199679

招标人：郑州招商颐城港区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16日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正弘中央公园空港花园 13 地块”项目位于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滨河西路（滨河大道）西侧，太湖
路（郑港三路）南侧。项目总占地面积 54644.00平方米，
小区总建筑面积：156764.66 平方米，容积率：1.99，建筑
密度：23.20%，绿化率：35.43%。 一、投标单位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资信良好物业服务企业。 2、有欺
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物业服务企业不允许参加
投标。 二、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1、投标报名及
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9年 4月 15日 -2019年 4月 19
日。三、投标资格预审方式：线下资格预审；四、招标文件
获取办法：郑州航空港区新港大道与空港二路交叉口市
政建设环保局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处（通过线下现场
资格预审后获取招标文件）联系电话：0371-86199679

招标人：河南正弘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16日

招标公告
按照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等

法规、政策的规定，郑州云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决定对
康桥东溪郡壹号院：1 号楼至 3 号楼、5 号楼至 13 号楼、15 号
楼、北大门、地下车库项目的前期物业服务采用公开招标的方
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招标物业区
域的简要说明： 康桥东溪郡壹号院：1号楼至 3号楼、5号楼至
13号楼、15号楼、北大门、地下车库项目位于郑州国际文化创
意产业园摘星路南、竹雅南路东、捧星路北、呈翔路西。 项目总
占地面积 46980.37平方米，小区总建筑面积 154041.82�平方
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 117281.64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
36760.18平方米。二、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资信良好，且必须
通过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审；2、无欺诈、违约、违规等不
良行为记录。 三、投标资格预审方式：线下资格预审，线上报名。
1、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9 年 4 月 16 日 -2019
年 4月 22日。 2、招标文件领取地点：中牟县住房保障和房地
产管理局物业管理科 联系电话：0371-62159302
招标人：郑州云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 4月 15日

招标公告
按照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河南省物业管理条

例》等法规、政策的规定，郑州拓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决
定对康桥香溪郡七号院项目的前期物业服务采用公开招
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招
标物业区域的简要说明：康桥香溪郡七号院项目位于绿博
组团内，宝兴路南、紫寰路东。项目总占地面积 31946.98平
方米，小区总建筑面积 103181.7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
积为 78768.78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 24412.92 平方
米。二、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资信良好，且必须通过房产
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审；2、无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
为记录。 三、投标资格预审方式：线下资格预审，线上报名。
1、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9年 4月 16日-2019
年 4 月 22 日。 2、招标文件领取地点：中牟县住房保障和
房地产管理局物业管理科 联系电话：0371-62159302

招标人：郑州拓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5 日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聚金揽璟玫瑰园”小区项目位于白沙园区忠

贤路南，同德路东、魏庄路北、雁鸣路西。项目总占
地面积 58802.05m2，总建筑面积 142360.74m2。 现
公开招标选聘前期物业管理公司。 一、投标单位资
格要求：1、资信良好，且需通过房地产行政主管部
门的资格预审；2、无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
录。二、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9 年 4 月
16 日 -4 月 22 日。 三、投标资格预审方式：线下资
格预审、线上报名。 四、招标文件领取地点：郑州市
郑东新区黄河南路与宏图街交叉口西南角郑州市
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直属分局物业服务管
理科（通过线下现场资格预审后获取招标文件）
联系电话：0371-67880556

招标人：河南省聚金实业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6 日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河南银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决定对银基风尚大

厦项目的前期物业服务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物业
服务企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项目基本情
况：“银基风尚大厦” 项目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福元路
南、 英协路西， 项目总占地面积 11789 . 27 平方米，
小区总建筑面积 78981.47 平方米。 二、 投标单位资
格要求：1、 必须通过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审。
2、有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的物业服务企
业不允许参加投标。 三、 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
间：2019 年 4 月 16 日 -2019 年 4 月 22 日。 四、 投标
资格预审方式： 线下资格预审。 五、 招标文件获取办
法：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与商务东四街交叉口
联合中心大厦 716 房间 （通过线下现场资格预审
后获取招标文件）。 联系电话：0371-67889677

招标人：河南银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6 日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河南银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决定对银基东尚大

厦项目的前期物业服务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物
业服务企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项目基本情
况：“银基东尚大厦”项目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福元路
南、建业路西，项目总占地面积：5110.09 平方米，项目
总建筑面积：20580.16 平方米。 二、投标单位资格要
求：1、必须通过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审。 2、有
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的物业服务企业不
允许参加投标。 三、 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
2019 年 4 月 16 日 -2019 年 4 月 22 日。 四、投标资格
预审方式：线下资格预审。 五、招标文件获取办法：郑
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与商务东四街交叉口联合
中心大厦 716 房间（通过线下现场资格预审后获取招
标文件）。 联系电话：0371-67889677

招标人：河南银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6 日

“少林足球”首度亮相全国赛场杀入青运会四强

■NBA季后赛 雄鹿火箭主场大胜
新华社电 2018~2019赛季 NBA

季后赛首轮昨日又战4场，常规赛东西
部排名前四的队伍雄鹿、火箭、开拓者
和凯尔特人全部取得系列赛首场比赛
的胜利。

开拓者和雷霆之战是当日焦点战，
雷霆虽然最终只名列西部第六，但常规
赛他们四胜开拓者，外界普遍认为这场
系列赛至少是“五五开”的较量。开拓者
球星利拉德此役表现出色，21投9中砍
下30分，并在最后时刻命中稳住阵脚的
三分球，最终帮助开拓者在主场104∶99
获胜。雷霆方面威斯布鲁克空砍24分

10个篮板10次助攻的三双数据。
凯尔特人主场和步行者的较量同

样引人关注。最后时刻两队险些爆发
冲突，最终凯尔特人以84∶74获胜。

面对联盟常规赛战绩第一的雄鹿，
少了格里芬的活塞毫无招架之力。首节
雄鹿就赢了20分，比赛似乎一开始就失
去了悬念。121∶86，雄鹿用一场大胜开
启了季后赛之旅，此役“字母哥”安特托
昆博拿到24分17个篮板的大号两双。

火箭也赢得毫无悬念，他们在主场
自始至终保持领先，最后一节足足赢了
爵士20分，最终以122∶90大胜对手。

车祸、性瘾、离婚…… 美国大师赛夺冠

“老虎”伍兹上演励志大片

新 华 社 电 车
祸、性瘾、离婚、被捕
伤病、被唾弃……他
苦熬10年没有放弃，
“老虎”伍兹昨晨上演
励志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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