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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务实高效办好亚沙会

资讯
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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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天涯区解放四路 1085 号新闻大厦一楼广告运营中心

广告咨询热线0898-31885668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声明
李东阳和杨开居共同申请的公租房（同心家园 19

期 5#楼 2 单元 1902 房）已获批准，请李东阳于 1 月 20
日前与杨开居（13519857584）联系，办理相关手续。逾
期不到，后果自负。特此声明。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遗失保利海棠二期

项目、监管账号为265028251736的《三亚市商品房预售
资金监管协议》一份。若后续出现任何人持有本协议
办理相关事务请勿受理，必须与我行进行书面确认，否
则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与我行无关。特此声明。

★ 黑龙江英大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

三亚市迎宾路支行开设一般户的印件丢失，其中包括

公章、法人章、财务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声 明
★ 三亚麦瑟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
明作废。
★ 三亚吉阳启麟腾信息咨询服务中心遗失法人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 王 九 姨 居 民 身 份 证 遗 失 ， 证 号 ：
460200198302154447，现声明作废。
★ 冯水莲遗失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
公司开具的经营保证金专用收据，金额：50万元，现声
明作废。

★ 蓝金财遗失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证号：乡字第

460200201729501号，现声明作废。

★ 蓝金财遗失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备案证，编号：

2017-00754，现声明作废。

★ 三亚金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代码：69892163-6，现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海南中度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长江商学院三亚校
区、三亚温泉谷度假村及休闲养生中心一期度假酒店（A-17、A-18
地块）”项目位于市吉阳区荔枝沟社区学院路东侧，为进一步提升
项目品质，该公司申请在不突破原审批总计容建筑面积的前提下，
拟对该项目进行局部调整优化，即：调整总平面布局，优化部分独
立式客房楼朝向和泳池管理用房位置；调整南会所及泳池管理用
房设计方案；调整优化独立式客房楼外立面设计。现按《海南省城
乡规划条例》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的规
定》进行公示，征求有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公示时间为7个工作日，
详情请登录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http：//zgj.sanya.gov.cn进
行查询，如有意见，请在2021年 1月 21日前反馈我局。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 1月12日

关于“长江商学院三亚校区、三亚温泉谷
度假村及休闲养生中心一期度假酒店
（A-17、A-18地块）”项目局部设计

变更的批前公示

本报讯（见习记者 林林）以当代都市生活为题材的电视剧
《陪你漫步这个世界》将于1月15日起在安徽卫视播出，优酷、爱
奇艺、腾讯视频、芒果TV同步更新，该剧全程在三亚取景，整部
剧作都充满着海边的潮派气息。该剧由著名导演王晓明执导，
知名演员印小天、李诚儒、肖涵领衔主演。

该剧演绎了一出家庭生活喜剧。讲述的是鸟类学家许北洋
为三个女儿选择配偶，岳父和女婿之间斗智斗勇的故事，通过

“翁婿斗”这样的故事内核来诠释幸福的意义和生活的滋味。许
北洋为女择偶，手段近乎荒唐，但却是一个父亲拳拳的爱女之
情、对故妻的殷殷承诺和他对待一个家庭的责任。以雷达为首
的女婿们面对岳父的刁难与苛责迎难而上，是男人在爱情面前
的担当和积极向上的勇气。导演希望通过该剧为广大观众的家
庭与生活中增添一抹阳光和积极、快乐、向上的靓丽色彩，进而
诠释幸福的意义和生活的滋味。

《陪你漫步这个世界》由三亚传媒影视集团与安徽卫视旗下
华星传媒、大唐辉煌、时代光影等机构联合拍摄，是首部全程在
三亚取景并多平台播出的电视剧作品。

此次合作，是三亚传媒影视集团继媒体深度融合之后，向影
视行业迈出的崭新一步。本轮播出后，该剧还定于春节档，于三
亚传媒影视集团旗下三亚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与大家见
面，敬请期待。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联合拍摄，全程在三亚取景

欢乐喜剧《陪你漫步这个世界》
15日安徽卫视开播

本报讯（记者 吴合庆）日前，以
亚沙会为主题的即开型体育彩票
——“相约亚沙”即开票获财政部批
复同意正式发行销售。该款体育彩
票票面值 10 元，300 元/包，最高奖
金为20万元。海南省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现正按照计划部署在全省体育
彩票实体店及亚沙会特许商品经营
实体店组织开展“相约亚沙”即开票
展示和销售工作。

据了解，“相约亚沙”即开型体育
彩票是我省为支持和助力三亚举办
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探索“旅
游+体育+彩票”创新模式，促进体育
赛事与体育彩票融合发展而自主申
报销售的一款以亚沙会为主题的即
开型体育彩票，主要由海南省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申报，三亚亚沙会组委会
支持配合，并于2020年10月23日获
财政部批复同意发行销售。

“相约亚沙”即开票票面使用第
六届亚沙会形象识别系统、吉祥物等
素材，结合亚沙会 17个竞赛项目的
相关运动元素设计而成，票面精美有
趣，极具体验感和收藏纪念意义。票
面所使用的第六届亚沙会中英文口
号“久久不见久久见（See ya in San-

ya）”，真切表达了“时尚、环保、精
彩、活力”的三亚亚沙会办赛理念。

据悉，此前亚奥理事会宣布，原
定于2021年 4月2日至10日在中国
海南三亚举行的第六届亚洲沙滩运
动会将延期举行，具体日期有关各方
将另行商定。

亚沙会主题体育彩票“相约亚沙”
全省开售

最高奖金20万元

本报讯（记者 吴合庆）2021 年
育才生态区“我们的节日——元旦
杯”篮球赛近日收官，大喜汽车之家
队成功问鼎。精彩的冠军争夺战为
村民上演了一场家门口的“NBA”比
赛盛宴。

9日晚，在育才生态区立才文化
广场举行 2021 年育才生态区“我们
的节日——元旦杯”篮球赛的最后
两场比赛，分别是顺莱客百货商行
VS斑兰叶与凤凰机场VS大喜汽车
之家的比赛。首场比赛是顺莱客百
货商行VS斑兰叶的季军之争，顺莱

客百货商行队凭借超高的命中率多
点开花，最终以 91:58 拿下比赛，获
得季军。

在凤凰机场和大喜汽车之家的
冠军争夺赛中，面对由海南师范大
学校队、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校队主
力为班底的大喜汽车之家队，凤凰
机场队尽显黑马本色，毫无畏惧，整
场比赛双方实力不相上下，比分焦
灼。在第四节的最后一分钟时，双
方场上比分两度打平，最终场上比
分 87:84，大喜汽车之家队获得胜
利，拿下总冠军。

育才生态区“元旦杯”篮球赛收官
家门口的“NBA”比赛也精彩

新华社东京 1 月 12 日电（记者
王子江）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
敏郎12日在这里表示，关于东京奥运
会取消或者推迟到 2024 年甚至 2032
年的消息都是假新闻。

日本八卦娱乐刊物《周刊实话》早
些时候爆料，说东京奥运会将被取
消，转而放到2032年举行。另外还有
媒体报道，东京奥运会将被放到2024
年举行，巴黎和洛杉矶奥运会也各自
推迟四年，分别在 2028 年和 2032 年

举行。
武藤敏郎在当天奥组委总部举行

的新年致辞中表示：“类似的报道一
出现，只会增添很多人的焦虑。我想
说的是，我们从来就没有做过这样的
考虑，这些报道都是错误的。”

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在当天的
讲话中也承诺，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
将在今年夏天如期举行。他说：“春
天总是要来的，漫长的黑夜过去必定
是黎明。相信这一点，给人们带来快

乐和希望，我们将始终竭尽全力。”
这位日本前首相还说：“如果我们

有一些迟疑，或者有一点退缩，或者
哪怕有一点不知所措，一切都会受到
影响。我们必须按照计划推进，没有
任何其他的替代方案。”

这是东京奥组委高层官员近三个
星期内首次发表公开谈话。这段时间
日本疫情不断恶化，东京都和附近三
个县都再次进入了紧急状态。日本民
众对奥运会的信心出现动摇，共同社

进行的最新民意调查表明，超过 80%
的日本民众希望奥运会被推迟或者取
消。

武藤敏郎在当天的讲话中还说，
共同社的调查结果与一个月前的结果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因为一个月之
前，支持奥运会取消的比例为 30%，
现在是 35%，只不过希望奥运会再次
推迟的比例有了很大的提高。

他说：“这说明大家仍然希望奥运
会在东京举行。”

东京奥组委：

东京2032和东京2024都是假新闻

新华社悉尼 1 月 12 日电（记者
郝亚琳 郭阳）澳大利亚网球协会 12
日证实，正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2021
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资格赛中，有
两名选手新冠病毒检测为阳性，目前
这两名选手已退赛并被转移到酒店隔
离。

在当日发给新华社记者的公报
中，澳网协表示，多哈当地的卫生部
门、赛会医疗团队正对所有赛会相关
人员的身体状况进行监测，并已开始
追踪确诊人员的密切接触者。

据澳联社报道，这两名被确诊的
选手是资格赛 4 号种子、美国选手库
德拉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

澳网协发言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邮件采访时说：“我们可以确认的是，
这些能够参赛的选手在抵达多哈后，

至少有一次检测结果是阴性的。”
该发言人表示，所有选手在抵达

多哈后都要被隔离，直到检测结果为
阴性才能进入“有控制的”赛会环
境。在整个赛会中，所有选手和他们
的团队每四天就要检测一次。他们入
住的酒店也是官方指定酒店，有严格
的隔离措施。

由于疫情，今年澳网推迟到2月 8
日开赛，男女单资格赛改在多哈和迪
拜举行。按照此前澳网协公布的计
划，所有来澳参赛球员将进行14天强
制隔离。

这一感染事件发生后，墨尔本所
在的维多利亚州警察和应急服务部部
长内维尔表示，所有来澳参赛选手、
官员和服务人员将经历“最严格的”
隔离措施。维州将增加3所酒店为隔

离酒店，增加协助隔离事务的工作人
员，其中包括 296 名工作人员专门负
责在选手和工作人员往来于隔离酒店
时对他们进行监控。球员在隔离期间
可以训练，但前提条件是他们和团队
人员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并且开
始训练后每天都要接受检测，还要在
相关人员的监控下遵守严格的防疫措
施。

对于违反隔离规定的人，除了维
州当地的处罚措施，澳网协还将对其
处以强制退赛等额外处罚。

“在保证赛事安全上我们想尽了
办法，无论是感染控制、严格检测、训
练‘泡泡’，还是加强卫生清洁。澳网
是墨尔本的一项经典赛事，我们欢迎
这项国际赛事举行，制定这些措施就
是为了保证参赛者和本地民众的安

全。”内维尔说。
这次感染事件也再次引发如何在

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时做好疫情防控的
讨论。

对此，昆士兰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副教授塞尔维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表示，对于大型国际体育赛事
的疫情防控来说，最大的风险其实
是选手们在赛场外的行为，比如去
餐馆、娱乐场所等，如果他们在抵达
前被感染了，就可能将病毒传播给
本地。

她认为，隔离和“泡泡”政策是帮
助减少选手向公众传播病毒风险的重
要手段，但这并不能避免选手将病毒
传播给裁判、其他球员等场内人员，
因此，限制赛事观众人数和要求观众
戴口罩也是非常重要的。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1 月 11 日
电（记者 赵焱 陈威华）巴西足协11
日宣布，巴西女足国家队确认参加2
月在美国奥兰多举行的国际友谊
赛，本次比赛也是巴西女足备战东
京奥运会的一部分。

这将是巴西女足今年的首次正
式比赛。比赛将于 2 月 15 日至 24
日举行，参赛的除巴西队外还有日
本、美国和加拿大队，均在国际足联
排名前十之内。巴西队的首场较量

将在2月18日进行，对手是日本队。
此次参赛的四支队伍都已经获

得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因此该赛
事对于奥运会备战来说具有重要意
义。巴西女足主教练皮娅说：“我们
很幸运，因为面对的三支队伍都是要
参加奥运会的强队，因此我们的奥运
备战可以说是以最好的方式开始。”

巴西女足自 1 月 5 日起已经在
巴西南部的南里约格兰德州集结，
23名队员将在此集训至本月20日。

巴西女足2月出战友谊赛备战奥运

澳网将经历“最严格”管控

《陪你漫步这个世界》演员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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