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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广告咨询热线

0898-31885668

商讯众享，便民利民 （每周一至五刊登）

遗失声明 200 元/条（超过 50 个字整条按字数 5 元/字）；一个证（正本、副本）380 元/条。
注销公告 360 元/条

联系电话：18708985058 地址：三亚市迎宾路 145 号天际大厦四楼 本栏目信息由大众提供 请需者谨慎选择

★ 三亚市吉阳摩尼卡烘焙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许可证编号：JY14602001726053，现声明作
废。

★ 三亚天涯联盛达建筑材料销售部遗失公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 史志强遗失道路运输证正本，车号：琼 B13595

（黄色），证号：460205000280，现声明作废。

★ 三亚吉源轩茶艺馆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编号：JY24602001296237，现声明作废。

★ 海南科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遗失三亚中恒建材家

居广场1号楼1#602房的铺面保证金收款收据，收据
号：LT0000005999，金额：31214.70元，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三亚雷曼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原注册资金人民币由壹

仟万元整减为壹佰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公司提出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遗 失 声 明减 资 公 告

经三亚市崖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监督指导，通过抽取三亚市物业管理专

家库专家评定，我公司开发的三亚嘉仕

温德姆海景酒店项目和三亚嘉仕度假公

馆项目的前期物业服务中标单位为三亚

嘉鹏仕阁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特此公

告。

三亚嘉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29日

公告

“吉阳公交综合场站”项目位于现状吉阳鸿港新贸

城西侧，属市政交通设施项目。因项目部分用地划转给

安置区，用地面积由原约24397平方米减少至约21028

平方米，为满足该场站建设需要，三亚市交通运输局申

请在原建设规模不变的情况，用地容积率相应由≤1.9

调整为≤2.2，建筑密度相应由≤52%调整为≤57%。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的规定》有关规定，现对该项目

地块指标修改内容进行批前公示，公示时间为 30个工

作日（2020 年 6 月 30 日至 2020 年 8 月 10 日），若有意

见，请于2020年 8月 10日前反馈我局。详情请登录三

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zgj.sanya.gov.cn。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 6月 29日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吉阳公交综合场站项目
规划指标修改”的批前公示

突破卵形鲳鲹基因组选择育种

技术、发明卵形鲳鲹工厂化苗种培

育技术、首次突破尖翅燕鱼人工繁

育技术……在海南，有这样一位科

技工作者，无论炎炎烈日，还是刮风

下雨，他每天都带团队到研究所养

殖鱼排查看鱼苗。近年来，他带领

团队在三亚、陵水等地做调研、下鱼

塘、上网箱，积极为海南水产科技创

新工作贡献光和热。

他，就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南海水产研究所热带水产研究开发
中心研究员、国家海水鱼产业技术
体系卵形鲳鲹种质资源与品种改良
岗位科学家——张殿昌。

从师范专业到水产研究
开启跨专业科研工作

2000 年，在生物教育师范专业
毕业后，张殿昌怀着对知识的渴望
和梦想，考入了中山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遗传学专业攻读硕士，在联合
培养导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
水产研究所江世贵研究员的引领

下，开展了水产养殖研究，从此与水

产结下了不解之缘。研究生期间，

张殿昌目标明确，勤奋学习，刻苦钻

研，2003 年以优异成绩顺利完成硕

士学业。同年 7 月进入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开启了科

研生涯。

“水产养殖是一门理论和实操

并重的综合学科，当接触水产养殖

的实际时，我才感觉书本与实践的

距离，立刻意识到自己的不足，知识

的贫乏。”从此，张殿昌虚心向南海

水产所的前辈学习，从清洗育苗池、

投喂虾苗、鱼苗开始，在流汗中收

获，在失误中总结，在实践中提高。

随着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

知识更迭的速度加快，让张殿昌意

识到学习的重要性。经过反复思

考，他下定决心，于 2006 年再次返

回校园攻读博士学位。

2012 年，张殿昌通过国家留学

基金委获得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

佛罗里达理工大学学习交流 1 年的

机会。在交流学习期间，他积极学习

国外先进的遗传选育和水产养殖技

术，广泛与国外科研工作者进行交

流，为后续团队开展国际合作交流奠

定良好基础。

投身南海水产种质资源研究
取得多项技术创新

由于特有的气候条件和丰富的
海洋资源，使得海南成为我国“水产
种业硅谷”。为了更好地开展海水鱼
类遗传选育工作，2016 年张殿昌毅
然申请转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
海水产研究所热带水产研究开发中
心工作。

发展水产养殖，离不开良种、良

法。为此，张殿昌与水产种业创新

结缘17年。他长期致力于南海渔业

生物种质资源评价与创新利用及遗

传育种研究，在南海生物种质资源

库建设、种质资源评价与重要经济

种类遗传选育方面取得了多项技术

创新，为南海渔业生物种质资源保

护和种质创新利用做出了重要贡

献。

突破卵形鲳鲹基因组选择育种

技术、发明卵形鲳鲹工厂化苗种培

育技术、首次突破了尖翅燕鱼人工

繁育技术……张殿昌带领团队绘

制了卵形鲳鲹基因组精细图谱，发

明了雌雄性别分子鉴定技术，解决

了从外观难以鉴别性别导致繁育

中盲目配对的产业关键问题；发明

的卵形鲳鲹工厂化苗种培育技术，

提升了卵形鲳鲹苗种质量，有力推

动了卵形鲳鲹深远海养殖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对拓展养殖空间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此外，他带领的水
产种质资源与遗传育种团队，首次
突破了尖翅燕鱼人工繁育技术，创
新构建了尖翅燕鱼工厂化苗种培
育技术体系和池塘规模化苗种繁
育技术体系，建立尖翅燕鱼健康养
殖技术体系，对水产养殖产业转方

式、调结构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

撑。

构建资源库为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与创新利用奠定基础

针对渔业种质资源，张殿昌及

其团队投身研究，系统构建了南海

海洋生物活体种质资源库、标本资

源库和DNA资源库，完成了保存种

质资源信息的数字化表达，构建了

南海海洋生物种质资源信息数据

库，收集和保存了 75 个物种活体种

质资源；系统整理、完善了南海海洋

生物标本库，实现了种质资源信息

共享。相关成果荣获了海南省科学

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我们将集中团队力量，加强资

源共享利用，加快新品种培育步

伐。”张殿昌以南海为科研平台，以

种业创新为己任，也将继续努力为

我国南海渔业科技发展做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汪慧珊）

建功自贸港，科协显力量之“科技为民 奋斗有我”14Sy

热带水产研发领域一只“游泳的鱼”
——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热带水产研究开发中心研究员张殿昌

■人物介绍

张殿昌，男，博士。1977 年出生
于山东嘉祥县，2009 年毕业于上海
海洋大学，获农学博士学位。长期从
事水产种质资源与遗传育种方面的
研究，在南海渔业生物种质资源评价
与创新利用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现
任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
究所热带水产研究开发中心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为国家海水鱼产业技术
体系卵形鲳鲹种质资源与品种改良
岗位科学家、农业农村部南海水产育
种创新基地主任。

新华社北京 6月 29 日电（记
者苏斌 张寒）世界乒乓球职业大
联盟（WTT）29 日宣布，中国乒乓
球协会主席刘国梁将担任新成立
的 WTT 理事会主席，以全面领导
和开拓世界乒乓球的未来。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由国
际乒联于 2019 年 8 月创立，是世
界乒乓球职业化改革的里程碑，旨
在以运动员和球迷为核心，帮助国
际乒联的赛事体系及商业体系做
全面升级与改造，充分发挥乒乓球
运动潜力，进一步推动乒乓球的世
界影响力，从而在与其他体育项目

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WTT 理事会将更好地保障

WTT 的良性发展，为世界乒乓球
的未来把握好方向，因此需要一位
世界乒乓球行业的领军人物出任
理事会主席，带领 WTT 走向更加
辉煌的未来。

WTT 表示，在世界乒乓球大
家庭里，刘国梁是受人尊敬的领导
者，拥有出色的才能及丰富的职业
成就。他曾获得奥运会和世锦赛
单打金牌，退役后又曾先后担任中
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和中国乒乓球
协会主席，期间取得了一系列成

功，中国乒乓球协会也是目前世界
上最成功的乒乓球协会。

“相信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在他的带领下，世界乒乓球人会一
起为了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将
WTT理事会和整个乒乓球项目推
向更高点。”WTT在声明中说。

刘国梁说：“乒乓球在许多方
面丰富了我的生活，多年来，我一
直致力于这项运动。因此，我为能
够领导WTT理事会并帮助乒乓球
成为世界领先的运动之一而感到
非常自豪和荣幸。”

国际乒联第一副主席卡里尔·

阿尔·默罕纳德表示，刘国梁无疑
是位乒乓球传奇人物，作为球员、
教练以及中国乒协主席所取得的
成就有目共睹，坚信他是能够帮助
WTT和乒乓球项目走向成功的最
佳人选。

“刘国梁不仅在中国，同时在世
界乒坛都是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我
们希望他能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
力，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乒乓球运动，
让更多年轻人喜欢，展示体育的力
量。”国际乒联首席执行官史蒂夫·
丹顿说，现在正值疫情期间，全世界
体育都受到波及，我们期待在这个

困难时期，刘国梁能带领世界乒乓
球回到正轨。对于整个乒乓球大家
庭来说，这项任命是很好的消息。

据悉，WTT 理事会将由世界
乒乓球的主要参与方组成，包括退
役及现役运动员、世界乒乓球的重
要贡献者、赛事主办方和国际乒联
人 员 。 WTT 理 事 会 将 是 未 来
WTT面向公众和市场的代表和领
导机构，代表所有世界乒乓球主要
参与者的观点，并确保每个人的声
音能被聆听，大家一起为了共同的
目标努力奋斗。WTT理事会其他
成员将于不久后公布。

刘国梁出任WTT理事会主席 报料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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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区
抱龙小学 6 5 一级,优

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一级（优）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6 月 29 日，山东西王队球员张辉（右）在比赛中伺机传球。当日，在 2019-2020 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复赛第一阶
段比赛中，山东西王队以 95 比 77 战四川五粮金樽队。 新华社发

CBA复赛第一阶段：山东西王胜四川五粮金樽

第十九届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
自行车赛取消

新华社西宁 6 月 29 日电（记者 李琳
海）赛事组委会 29 日在西宁宣布，取消原
定于 7月 26日至 8月 2日在青海省举办的
2020 第十九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
赛。

环湖赛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青海省
体育局副局长杨海宁介绍，为积极应对取
消环湖赛造成的影响，组委会将组织举办
环湖赛嘉年华系列活动，相关活动将于 7
月25日至8月2日在青海多地举办。

“2021 年，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昂扬的斗志、崭新的姿态，全力举办好第二
十届环湖赛，呈现一场高水平的自行车运
动盛宴。”青海省体育局局长尕藏才让说。

第十四届学生运动会
将延期举行

新华社北京 6月 29 日电（记者 韦骅
王镜宇）记者 29 日获悉，受到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学生运
动会将由今年8月延期至明年7月举行。

本届学生运动会原定于今年8月 16日
至 27 日在青岛举办，经研究决定，将推迟
至明年7月10日至17日进行。

据悉，本届比赛预赛日程及运动员参
赛资格等具体调整计划将分别由中国大学
生体育协会、中学生体育协会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