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经五局苦战，中国女排29日未能从
俄罗斯队身上拿到她们在东京奥运会上
的首胜，2：3失利后，小组赛仅剩两轮。郎
平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这种局面是她
所没有预料到的。

“我知道会比较艰难，可能会输一点
球，但是没想到现在还没有开张。”郎平说。

虽然在五年前的里约奥运会上，最终
夺冠的中国女排在小组赛阶段也跌跌撞
撞，取得2胜3负。但在东京奥运会上“没
有开张”的情形显然更差。甚至可以说，
中国女排的东京之旅已到了“最危险的时
刻”。

这是因为在中国队所处的“死亡之
组”中，俄罗斯甚至称不上强队。在现在
的态势下，中国队要想把晋级悬念保留到
最后，就必须在 31 日击败强劲的意大利
队，并在最后一场小组赛拿下实力稍弱的
阿根廷队。

对于接下来的比赛，和绝对主力朱婷
的伤势，郎平说：“我想如果是朱婷打不了
的话，形势是很严峻的！我们就努力去
打，能打的都上场吧！”

“朱婷确实伤还是挺厉害的，大家能
看到，基本上扣不了。”郎平并没有排除朱
婷无法上场的可能性，“我们会和医生以
及朱婷本人商量，可能会让健康球员冲一
冲。”

倘若能赢下俄罗斯队，局面本不至于
此。在29日的比赛中，中国队虽然输掉了
第一局，但在第二局和第三局已找回状
态。特别是替补登场的李盈莹，代替手腕
受伤无法完全发力的朱婷，屡屡发挥一锤
定音的“重炮”作用。

“我觉得李盈莹今天打得非常好！”郎
平评价道。

时间回到第四局中段，借助连下两局
之势，一度以20:14领先俄罗斯达6分之

多的中国队，眼看就要杀死比赛悬念。媒
体看台上的记者们甚至已开始动身前往
混合采访区。但此时风云突变，中国队遭
遇卡轮，俄罗斯队连得7分将比分反超！

“特别遗憾，我觉得第四局我们完全
有机会，但是忽然间就卡到那儿了，突然
下不了球了！”郎平说，“下不了球以后，我
们就得往 3、4 号位走，因为朱婷在这边，
下不了球！”

郎平在采访中痛心地连说了三次“下
不了球”，可想而知，场上队员们彼时是多
么地着急，着急的结果，按照郎平的话说
就是：“打得不是太清楚！”

对于队伍的整体表现，郎平说：“我觉
得队员们是很努力的。真的是绝对主力
出现伤病，我们也得面对现实。”

据新华社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星光商务楼电

缆迁改工程施工招标，项目业主为四川日报报业
集团，建设资金来自国家投资-非政府投资，项目
出资比例为100%。现对该项目的电缆迁改工程
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项目名称: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星光商务

楼电缆迁改工程施工；
（2）建设地点：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 70

号；
（3）建设规模：本工程位于成都市锦江区红星

路二段70号，工程包括利用现有电缆通道，并新
建9孔电缆通道约135米，4孔电缆通道约220米，
2 孔电缆通道约 8 米，架设电缆桥架约 110 米，设
置电缆井4座（详见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纸）；

（4）计划工期：60日历天；
（5）招标范围：四川光华兴城电力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设计的星光商务楼电缆迁改工程施工图的
相关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纸；配合办理
市政、电力等相关手续等工作内容并完成通电；

（6）标段划分：1个标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
3.1.1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3.1.2须同时具有①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及以上或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
②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承装类、承修类、
承试类须为四级及以上）③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

3.1.3信誉要求：未处于财产被接管、查封/冻
结、破产状态，未处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有关行政
处罚期间；

3.1.4财务要求：近3年或成立至今（成立不足
3年的）无亏损；

3.1.5类似业绩要求：近3年已完成项目共不
少于2个类似业绩；

类似业绩是指:2018年1月1日（含1月1日）
后单项合同金额不低于120万元供配电工程施工
项目业绩。

3.1.6 拟派项目经理具有机电工程专业二级

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须为投标人本单位人员)，
须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B证。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1个标段投标，可中

标的标段数量为1个。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至 2021 年 8 月 4 日（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 9
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00分至18时00
分（北京时间，下同），在四川日报报业集团集团总
经办（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传媒大
厦 12 楼），持以下证件（证明、证书）获取招标文
件。

（1）获取人有效身份证及单位介绍信；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资质证书复印件；
（4）单位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注：以上证件除单位介绍信提交原件外，其余

证件须出示原件留复印件，所有复印件须加盖单
位鲜章。

4.2招标人不提供邮购招标文件服务。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

间，下同）为2021年8月24日下午18时00分，地
点为四川日报报业集团集团总经办（成都市锦江
区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传媒大厦12楼）。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
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5.3 招标人不接受邮寄投标文件服务。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网站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信

息网、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
cebpubservice.cn/）和华西都市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地 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70

号
联 系 人：廖女士
电 话：028-86968193

2021年7月26日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星光商务楼电缆迁改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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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出小甜剧《贺先生
的恋恋不忘》频繁登上热搜，其
中，饰演女主角秦以悦的是演员
胡意旋。7 月 30 日，作为封面新
闻的“奥运星推官”，胡意旋为大
家推荐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女
子 200 米蛙泳决赛、女子 25 米手
枪决赛等项目，一起为中国奥运
健儿们加油。

胡意旋表示，自己平时很喜欢
做一些运动，包括游泳和跑步：“跑
步的时候会听听歌，这样时间会过
得快一些。跑完步会按摩拉伸肌
肉，我有一个拉伸的技巧，将脚掌
压在墙上，脚跟贴墙，然后身体往
前倾，简单快速地拉伸小腿肌肉。”

东京奥运会胡意旋也有所关
注，她最喜欢的项目是体操和艺术
体操，因为从体操中可以感受到美
感：“我以前很喜欢看李小鹏老师
的体操比赛，觉得非常好看。现在
比较关注的是艺术体操，我觉得艺
术体操真的是太美了，运动员们的
柔韧性也很好。每次看到艺术体
操的时候我就在想，她们都是经过
刻苦训练才有今天的成就，觉得很
不容易。”

作为封面新闻的“奥运星推
官”，胡意旋也为奥运健儿们加油
打气：“大家训练辛苦了，今日流的
汗水是明日的荣耀。希望大家能
发挥出最好的状态，中国加油，中
国健儿们必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闫雯雯

胡意旋邀你关注
乒乓球男单决赛

东京快递中国女排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不敌俄罗斯遭三连败，郎平称局势出乎意料，朱婷或休战

奥运星推官

7月29日，中国队球员丁霞（左二）、袁心玥（右二）与朱婷（右一）在比赛中拦网。
新华社发

再夺3金
中国力压东道主
中国军团在 29 日经历悲喜两重

天，游泳和国乒金花再夺三金，中国金
牌榜上反超日本登顶。而中国女排的
三连败则令人心忧，受伤势影响的朱婷
是否继续出战存变数，剩下两战，中国
女排必须全力取胜方有出线可能。

乒乓球晚间的女单决赛是中国“内
战”，初登奥运舞台的陈梦、孙颖莎在分
别以4:0击败新加坡31岁老将于梦雨
和年仅20岁的日本混双金牌得主伊藤
美诚后会师决赛。最终，陈梦4:2战胜
孙颖莎，为中国队拿下第15金。

中国另一优势项目羽毛球当日亦
传来好消息。混双头号种子郑思维/黄
雅琼和队友王懿律/黄东萍当日均半决
赛取胜，会师决赛；男双、女双四强产
生，中国队各占一席；女单前八被赛事
前八号种子包揽，中国队陈雨菲、何冰
娇晋级；男单谌龙、石宇奇晋级八强。
志在羽毛球项目大展身手的日本队在
男单、男女双打上全军覆没，仅剩女单
保留夺金机会。

当天，中国观众还经历了三次“心
跳”时刻。下午进行的乒乓球男单半决
赛中，赛会一、二号种子樊振东和马龙
分别都与对手战至决胜局。最终，樊、
马二人均以 4:3 分别击败中国台北队
的林昀儒和来自德国的 7 号种子奥恰
洛夫，有惊无险会师决赛，提前锁定该
项目金银牌。

29日过后，中国以15金7银9铜的战
绩，超越东道主日本的15金4银6铜升至
第一。中国选手在乒、羽两项决赛中提
前会师，也为30日提前锁定两金。美
国日进三金位列第三，中、美、日三国在
金牌榜上的较量依然胶着。 据新华社

乒羽“收”金
田径启动

东京奥运会30日将迎来重磅项目
的亮相——共产生48枚金牌的田径拉
开大幕，中国田径队将力争有所突破。
当日中国军团“新”夺金点不太多，因为
把握最大的两项在 29 日已经提前锁
定，谁能在“内战”中夺得乒乓球男单和
羽毛球混双金牌成为唯一悬念。

在 29 日的比赛中，中国队就提前
锁定了 30 日两枚金牌。郑思维/黄雅
琼和王懿律/黄东萍会师羽毛球混双决
赛，樊振东和马龙会师乒乓球男单决
赛，提前为中国奖牌榜添上两金两银。
29 日连夺两金的游泳项目 30 日也值
得期待，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中排名第一晋级决赛，他在决赛中有望
冲击金牌。此外在赛艇、蹦床等项目上
中国也有冲击奖牌的机会。

田径赛场首日就将迎来传奇选手
的登场，男子 10000 米将成为田径首
金，作为男子5000米和10000米两项
世界纪录保持者，乌干达运动员切普特
盖将向金牌发起冲击。

30日田径、游泳、赛艇、射击、自行
车、网球等项目共产生21枚金牌，并产
生女足四强。中国女篮30日将迎来本
届奥运会的第二场比赛，对手是世界排
名第二的澳大利亚队。羽毛球项目将
决出女单四强，两位中国选手陈雨菲、
何冰娇有望在半决赛“会师”，男双半决
赛中，李俊慧/刘雨辰将迎战马来西亚
组合。 据新华社

今日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