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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震旦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提出减小建筑对迎宾

路压迫，减小 14#综合楼建筑面宽，提升综合楼使用效

率，申请对 14#综合楼外立面及建筑各层平面进行设计

变更，增加第9层会议室；为便于物业管理，拟将物业用

房及社区服务用房由 4#楼调整至 7#楼，调整后规划指

标符合控规要求。现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城乡规

划公开公示的规定》及《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对该公

司申请变更内容进行公示征求有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具

体内容请登录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 http：//zgj.

sanya.gov.cn 进行查看。公示时间为 7 个工作日，如有

意见，请在公示结束前反馈我局。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山林君悦”项目二期14#
综合楼及物业管理用房位置调整
的设计变更征求有关利害关系人

意见的公示

《爸7全开游海南》
取景槟榔谷
陈楚生、李锐携网红萌娃玩转趣味民俗

本报讯（记者 袁永东 通讯员 潘达强）近

日，由海马汽车出品、湖南卫视团队打造的《爸7

全开游海南》节目，来到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

游区取景录制。陈楚生、李锐、知名车评人吴

佩、湖南卫视主持人柯豆，带着网红萌娃玩转趣

味民俗。

“快看，这不是‘村长’吗？”在《槟榔·古韵》

剧场，眼尖的游客突然发现在演员队伍中的李

锐。“村长”李锐头戴草帽，身着黄色黎族服饰，

融入黎族阿公巡演的队伍中向游客打招呼：“波

隆！（黎语：你好）！”李锐在舞台上的客串演出毫

无违和感，展现了亲切幽默的个人魅力，赢得游

客阵阵欢呼声。

长桌宴上，陈楚生的介绍充满了海南味道：

“在黎家，没有槟榔不成婚，没有槟榔不成席。

槟榔切块后配上蒌叶咀嚼……”一番精彩的解

说，让现场来宾好奇地拿起槟榔，慢慢咀嚼其中

的独特滋味。

据了解，《爸 7 全开游海南》是一档由“村

长”李锐发起主持的明星亲子微综艺公益节

目。在“村长”的带领下，四组星爸单独带着萌

娃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汽车自驾旅行，在海南体

验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培养孩子热爱自然、保

护环境的公益意识。有效宣传推广海南民族文

化旅游资源，促进海南旅游产业蓬勃发展，节目

预计9月底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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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亚幻影格雷电竞网吧遗失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信息网络安全审核意见书副本，证号：公信安审
字（154）号，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三亚依蓝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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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海的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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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届市委脱贫攻坚专项巡察进驻一览表
（2020年7月29日—8月28日）

组
别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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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阳区、市教育
局、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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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委员会、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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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局、崖州区

值班电话

0898-31002420

0898-32290830

0898-32290075

0898-31001422

巡察接访室

三亚中心皇冠假日酒店
A栋1006房间

三亚中心皇冠假日酒店
A栋1106房间

三亚中心皇冠假日酒店
A栋1206房间

三亚中心皇冠假日酒店
A栋1506房间

邮政信箱

三亚市A018号
邮政信箱

三亚市A019号
邮政信箱

三亚市A020号
邮政信箱

三亚市A021号
邮政信箱

电子邮箱

swdsxcz444@163.com

syswxunchazu@163.com

sanyaxcz2@163.com

sanyaxc2@163.com

群众意见箱地址

市扶贫办：三亚市天涯区育新路218号一楼大厅门口右侧;
市民政局：三亚市房产交易中心15楼电梯对面墙面和三亚市房产交易中心15楼市民政局大

会议室门口左侧墙面；
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办公楼一楼门口右边；
吉阳区：1.吉阳区政府一楼大厅进门左侧公告栏旁；2.吉阳区第三办公点门口右侧；3.吉阳区

罗蓬村委会一楼大厅门口右侧。

市医疗保障局：三亚市迎宾路285号房地产交易中心二楼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区域进门左侧；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三亚市天涯区解放路546号市卫健委办公楼一楼正门右侧；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三亚市吉阳区河东路152号市住建局正门左侧；三亚市吉阳区凤凰路

99号市住建局白鹭公园办公区正门左侧；
市水务局：三亚市天涯区新风街42号市水务局办公楼一楼进门左里侧；
海棠区：三亚市海棠区新民路116号区委大院区委办公楼门口；三亚市海棠区新民路121号

区政府办公楼左侧；
育才生态区：三亚市育才生态区育才大道1号育才生态区管委会办公楼大厅左侧信访接待室

侧墙。

市委宣传部：三亚市榆亚路1号市委办公楼七楼市委宣传部电梯口左侧墙壁；
市人社局：三亚市迎宾路189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楼电梯口玻璃门外左侧墙壁；
市财政局：三亚市迎宾路358号财税大厦正门左手边黄色立柱；
天涯区：三亚市解放三路729号天涯区委办公大楼一楼大门右侧墙壁；三亚市凤凰路319号

天涯区政府5号楼人社局服务大厅门口左侧墙壁。

市供销社:三亚市天涯区解放路114号供销大厦一楼电梯入口处右侧；
市交通局：三亚市临春河路交通运输局电梯口；
市农业农村局：三亚市迎宾路295号房地产交易中心9楼农业农村局门口楼梯间；
市旅文局：三亚市天涯区海润路33号海润珍珠科技园市旅文局A区1-2号楼梯口处；
崖州区：三亚市崖州区区政府财政局办公楼东侧墙壁（餐厅对面）。

关于关停
地面模拟电视节目信号的公告

为加快推进我省广播电视数字化发

展和助力广电5G发展，进一步提升广播

电视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我市将关停

地面模拟电视节目信号，现公告如下：

2020年 8月 31日零时起，关停中央

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农业农村频

道”和海南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地面

模拟电视节目信号；关停我市广播电视

台“新闻综合频道”地面模拟电视节目信

号。

以上模拟信号关停后，数字节目信

号传输不变，观众可通过海南有线电视

网、地面数字电视、直播卫星、网络电视

（IPTV）等渠道继续收看节目。

一 、我 市 咨 询 和 投 诉 电 话 ：

0898-88899001

二、省级咨询和投诉电话：12318

特此公告。
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2020年 7月 30日

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28部科普科幻影片
免费线上展映

新华社北京8月 23日电（记者 温竞华）23
日，由中国科技馆主办的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科技单元”暨中国科技馆特效电影展映在中国
科技馆球幕影院现场与云上直播同步开启。8
月 23 日至 9 月 13 日，活动将展映7个国家的28
部影片和6部水滴奖获奖科幻短片。

展映影片中，《太平洋秘境》《灰熊和松鼠的
奇幻冒险》等10部影片属首次与中国观众见面，
更有2部全球首映影片。所有展映影片将在中国
数字科技馆官网面向观众免费展映。

同时，本届“科技单元”联合北京天文馆和上
海、天津、吉林、辽宁、内蒙古等省区市科技馆，共
同打造了14期线上科普活动，邀请诸多科学大咖
做客活动，深度解读科普影片背后的科学，观众
还可以在直播活动中与科学偶像直接对话。

中国科技馆馆长殷皓介绍，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形势下，今年“科技单元”活动以云上共享、
科普惠民为特点，通过中国数字科技馆官网展映
国际一流的科技电影、举办丰富的电影科普活
动，为全国公众提供欣赏世界科普电影的平台，
展示电影科技发展成果，传递热爱自然与崇尚科
学的理念。

自 2014 年起，中国科技馆与北京国际电影
节合作开展科技电影展映活动，2018年，北京国
际电影节正式设立“科技单元”。本届“科技单
元”还将以线上会议的形式召开特效电影行业年
会、特效影院新技术发展论坛、新影片推介会等
行业会议，继续为行业沟通交流搭建平台，服务
公益科普事业和科技电影产业共同发展。

新华社北京 8 月 23 日电（记
者 吴 俊 宽 张 悦 姗）当地时间 23
日即将开战的 2020 年钻石联赛
斯德哥尔摩站将在男女跳远比赛
中试用创新的“决胜一跳”赛制，
前五轮排名前三的选手在最后一
轮中一跳定胜负。不过对于这一
全 新 赛 制 ，很 多 运 动 员 并 不 认
可。

所谓“决胜一跳”赛制，就是
参赛选手按照前五轮成绩进行排
名，前三位的选手有资格参加最
后一跳，并以最后一跳的成绩直
接决定前三名座次。如果在最后
一跳中成绩相同，则根据前五跳

中的最好成绩决定名次。
而在传统跳远比赛赛制中，

前三跳中成绩最好的八名选手获
得后三跳机会，最终以六跳中的
最好成绩决定比赛名次。相比传
统赛制，“决胜一跳”赛制增加了
比赛的戏剧性，但也剥夺了更多
选手在最后一轮“翻盘”的可能。

钻石联赛 CEO 斯塔斯特尼
在谈及这一新赛制时说：“我们
希望进行创新，尝试新的东西。
考虑到新冠疫情对于本赛季钻石
联赛的影响，今年是进行这项实
验性创新的最好时机。这一赛制
能够让最能顶住重压发挥水平的

运动员受益，并且增加比赛的戏
剧性，因为在最后一跳之前，一
切都是可能改变的。”

目前这一“实验性”的创新
赛制是否会在将来推而广之还有
待评估，不过从该赛制在年初两
站世界田联室内巡回赛中的亮相
来看，效果并不十分理想，运动
员们的反馈也大多持消极态度。

在卡尔斯鲁厄站男子跳远比
赛中，前五轮一直以 7 米 88 领先
的德国选手霍华德在决胜一跳中
犯规，乌克兰选手马祖尔最后一
轮跳出 7 米 84，但排在霍华德之
前获得第二。格拉斯哥站女子比

赛中，三名进入“决胜一跳”的选
手全部犯规，最终名次还是通过
前五轮成绩产生。

在格拉斯哥参加了“决胜一
跳”的英国选手索耶说：“在 400
米比赛中你会根据最后 50 米的
成绩决定冠军么？请停止这样荒
谬的做法吧。”

不 少 知 名 田 径 运 动 员 也 对
“决胜一跳”发起了声讨。里约
奥运会女子跳远冠军、美国选手
巴尔托莱塔就直言，“这不是创
新，而是添乱”。世锦赛男子跳
远铜牌得主、南非选手萨玛埃也
表示新赛制并没有让比赛变得更

激烈，改变一个沿用了几十年的
赛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去年发起成立“田径运动员
协会”以捍卫运动员利益的美国
三级跳名将泰勒也在社交媒体上
发声。他说：“我希望这个想法
下赛季不要再继续了。我不明白
这为什么比传统赛制要好。”

“田径运动员协会”22 日发
布的一份声明称，在全球范围内
对大量运动员特别是跳远运动员
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87%
的运动员反对新赛制，这其中就
有不少人即将参加斯德哥尔摩站
的钻石联赛。

新华社罗马8月22日电 尽管国际米兰在之前

的欧罗巴联赛决赛中告负，但俱乐部主席张康阳22

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球队仍会保持初心，继续努

力。

张康阳在现场观看了本场决赛，他在采访中

说：“首先，我想要感谢全球所有的医护人员，他们

一直在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让比赛得以继续进

行。没有他们，我们就不可能在这里比赛。”

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除了欧罗巴联赛亚军，

国际米兰在意甲联赛中也取得了第二的成绩，回首

这一季，张康阳总结说：“我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

进，无论胜利与否，都是足球的一部分，但能够参与

这样高水平的竞技并为此全情投入是非常重要的，

这让我们对未来更有信心。”

谈到下赛季，张康阳表示俱乐部会在稍作调整

后再进行规划，他说：“我们会进行休整，球员和工

作人员们应该得到休息。新赛季的钟声即将敲响，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将会为未来做打算。这一次

我们没有取得冠军，但明年会继续努力。”

本报讯（记 者 吴 合 庆）
时隔许久，海棠区龙江村委
会的排球场重新热闹起来。
8 月 22 日，因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而暂停的 2020 年海棠区

“迎春杯”排球赛总决赛在这
里举行，各球队的拥趸不遗
余力地呐喊，成为一道独特
的风景线。

据了解，本次比赛共吸

引了 9 支球队、120 余名队员
参赛。当晚进行的总决赛在
青田村、龙江村两队之间展
开，吸引了近千名观众到场
观看。球迷们自行赶来，围
在球场附近，或是席地而坐，
或是站立观看。虽然没有大
体育场的设施，但是大家热
情高涨，不遗余力为球队呐
喊助威。

“70 后”资深老球迷陈
兴武有些激动，他连发了好
几条朋友圈：“久违了！好久
没有这样痛痛快快看一场球
赛了！久违了，熟悉的排球
场！”三灶村村民高忠告诉记
者：“知道这里有比赛，我早
早吃完晚饭，就开车带我老
爸 来 球 场 ，等 了 一 个 多 小
时。尽管时间长了点，但是

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比赛，我
们觉得很值得。”

球迷们的热情助威也激
发双方球员的进攻状态。青
田村、龙江村两队展开激烈
比拼，比分紧紧咬住，双方你
来我往，毫不示弱。台下球
迷激情昂扬，加油呐喊声一
浪高过一浪。经过激烈的比
拼，最终青田村队拿下冠军。

“决胜一跳”赛制即将亮相钻石联赛
众多选手“吐槽”不断

海棠区排球赛总决赛“重燃战火”
青田村队获冠军

国米主席张康阳：

我们会继续前行

8 月 22 日-24 日，为期 3 天的 2020 年海南省第十届大众跆拳道锦标赛在三亚举办。比赛设有品势、竞技、跆拳操等
项目，来自全省共 20 支队伍 600 余名选手参加比赛，其中年龄最大的选手 56 岁，最小的选手 4 岁。

图为选手在比赛中。本报记者 卢智子 摄影报道

海南省第十届大众跆拳道锦标赛举办 600余名选手三亚竞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