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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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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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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咨询热线
0898-3188566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遗失三亚鲁能红塘
湾旅游度假区项目E-15地块(1#、7#号)、E-24地块、E-23
地 块 （ 监 管 账 号 分 别 为:21751001040036989、
21751001040037003、21751001040036997)的《三亚市商品
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三份，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吉海土窑餐饮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地处三亚市吉阳区荔枝沟路与同心路交汇处的“乐
天城”现状农贸市场，规划中位于《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修编及整合）》YC02-50-12 地块。为了满
足周边居民生活需要，提升了片区居住生活品质，完善片
区公共服务功能配套，在保持 YC02-50-12 地块用地规
划性质、容积率、建筑密度及绿地率不变的前提下，拟将
现 状 的 农 贸 市 场 作 为 公 共 服 务 配 套 设 施 纳 入
YC02-50-12 地块分图则中，该农贸市场建筑面积约
9000 平方米。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
《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要求进行公示，征求有关利害关
系人意见，公示时间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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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8日前反馈我局。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 1月 29日

关于《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修编及整合）》YC02-50-12

地块局部修改的公示
三亚明鑫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机关受理申请人三亚明鑫苑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三亚市海棠区人民
政府于 2020年 6月 3日作出的海棠府〔2020〕
135 号《三亚市海棠区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
定书》不服申请行政复议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行政复议决
定书》（三府复决字〔2020〕36 号）。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机关行政复议机构三亚市
司法局行政复议一科领取行政复议决定书，
逾期视为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
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亚市人民政府
2021年 2月1日

送达行政复议文书公告

七届市委第十二轮巡察进驻一览表
进驻时间：2020年 12月 07日-2021年 02月 06日

组别组别组别组别 组长组长组长组长 副组长副组长副组长副组长 巡察单位巡察单位巡察单位巡察单位 值班电话值班电话值班电话值班电话 巡察接访室巡察接访室巡察接访室巡察接访室 邮政信箱邮政信箱邮政信箱邮政信箱 群众意见箱地址群众意见箱地址群众意见箱地址群众意见箱地址电子邮箱电子邮箱电子邮箱电子邮箱

1 刘春耕 毕天新

市医疗保障局党组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党委

三亚中心医院党委

0898-32290830
三亚市吉阳区榆亚路3号三亚

中心皇冠假日酒店A1006房间
三亚市A039号邮政信箱

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三亚市迎宾路285号房地产交易中心一楼2号门进门右侧位置；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党委：三亚市天涯区凤凰岛国际邮轮母港三亚中心商务区管理局办公楼正门右

侧位置；

三亚中心医院党委：三亚市解放路1154号三亚中心医院行政办公楼门口左侧位置和医技外科楼路便利

店外墙位置。

2 罗忠达 王懋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党委

三亚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市旅游推广局

市投资促进局

0898-31002420
三亚市吉阳区榆亚路3号三亚

中心皇冠假日酒店A1106房间

三亚市A040号邮政信箱

收件人：市委第二巡察组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党委：三亚市崖州区宜居路崖州湾科技城食堂一楼正门口；三亚市崖州区宜

居路崖州湾科技城2号楼一楼南侧门；三亚市崖州区创意产业园5号路用友产业园梅地亚酒店西侧门。

三亚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三亚市吉阳吉阳大道273号三亚云港园区2号楼一层大堂正门左侧。

市旅游推广局：三亚市吉阳区新风街279号蓝海华庭写字楼15层电梯左侧。

市投资促进局：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165号中铁置业广场21楼电梯间左侧墙壁

3 罗运清 符锐

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

三亚市审计局
0898-32290075

三亚市吉阳区榆亚路3号三亚

中心皇冠假日酒店A1206房间
三亚市A041

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三亚市金鸡岭路383号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门口右侧公告栏处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三亚市榆亚路669号市城郊人民法院大门左侧公告栏处

三亚市审计局：三亚市麒麟巷43号市审计局办公楼一楼大门右侧

4 柏山 刘艳辉

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党组

市金融发展局党组

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工委

三亚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党委

0898-31001422
三亚市吉阳区榆亚路3号三亚

中心皇冠假日酒店A1506房间
三亚市A042号邮政信箱

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党组：三亚市迎宾路189号人力资源市场一层，大厅入口左侧

市金融发展局党组：三亚市河东路海康商务写字楼一层入口处指示牌右侧

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工委：三亚市海棠区现代服务产业园办公楼入口左侧墙壁

三亚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三亚市新风街279号蓝海华庭20楼右侧电梯处

5 邹夏生 陈军扬

市委精神文明建设和爱国卫生运动

委员会办公室

三亚市数字化城管监控中心

三亚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898—31001045
三亚市吉阳区榆亚路3号三亚

中心皇冠假日酒店A906房间
三亚市A043号邮政信箱

市委精神文明建设和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房地产交易中心5楼大门左侧

三亚市数字化城管监控中心:三亚市天涯区海润路33号市民游客中心一楼大门左侧

三亚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三亚市吉阳区荔枝沟路105号三亚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部一楼大厅楼

梯口右侧；三亚市解放四路1127号第三农贸市场三楼楼梯拐角处；三亚市解放路食品厂安置区6栋8楼

楼梯口；三亚市凤凰路丹州小区商业中心一楼楼梯口左侧

syswxunchazu@163.com

swdsxc444@163,com

sanyaxcz2@163.com

sanyaxc2@163.com

syswdwxcz2020@163.com

新华社美国阿斯本 1 月 30
日电 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
爱凌 30 日在此地举行的世界极
限运动会 X Games 冬季赛女子
坡面障碍技巧项目中再获一金，
刷新了由她创造的中国运动员
在该项赛事中的最佳成绩。

谷 爱 凌 已 于 29 日 在 X

Games 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和超
级 U 型场地项目上分获铜牌和
金牌。

X Games 比赛是全球极限
运动中水平最高、影响力最大
的极限盛会，受邀运动员均为
相应项目的世界顶尖选手，竞
争激烈程度不亚于奥运会。相

较于 29 日的比赛，谷爱凌在坡
面障碍技巧项目上面临的对手
实力更加强劲，其中包括平昌
冬奥会该项目前三名选手：来
自瑞士的赫夫林、格雷莫和英
国人阿特金。

谷爱凌顶住压力，从第一滑
开始就一路领先，最终平稳出色

地完成四次滑行，排名第一。阿
特金和加拿大选手奥尔德姆分
获亚军、季军。由于在比赛中出
现重大失误，赫夫林和格雷莫最
终分列第四、第五。

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是
谷爱凌最初崭露头角的项目，
这名 17 岁小将在继续保持该项

目优势的同时，也在 U 型场地
和 大 跳 台 项 目 上 持 续 取 得 突
破。谷爱凌近期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专访时也表示，今年她将
在 U 型场地和大跳台项目训练
中投入比以往更多的精力，争
取在北京冬奥会上参加三个项
目的比赛。

力压平昌冬奥会前三

谷爱凌X Games坡面障碍技巧夺金
刷新中国运动员在该项赛事中的最佳成绩

1 月 30 日，谷爱凌赛后展示两金一铜奖牌。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月 31日电 国际足球历史和统计
联合会（IFFHS）30 日评选出 2011-2020 年亚洲足
坛最佳阵容，目前效力于西乙西班牙人俱乐部的武
磊成为唯一一名入选的中国球员。

11人大名单中，共有 3名球员入选的日本队成
为最大赢家。这 3名日本球员分别是富安健洋、吉
田麻也和本田圭佑。孙兴慜是唯一一位入选的韩
国球员。作为该阵容中仅有的一名中国球员，武磊
本次入选位置为中场。

具体阵容如下：
门将：马特·瑞安（澳大利亚）
后卫：穆罕默德·阿尔·布赖克（沙特）、富安健

洋（日本）、吉田麻也（日本）、汶马探（泰国）
中场：武磊（中国）、本田圭佑（日本）、萨勒姆·

阿尔·多萨里（沙特）
前锋：孙兴慜（韩国）、阿尔莫兹（卡塔尔）、奥马

尔·索马（叙利亚）

武磊入选
亚洲足坛近十年最佳阵容
日本三人入选

据新华社伦敦1月30日电（记者 张薇）尽管全
场只打进一球，但30日 1:0击败谢菲尔德联意味着
曼城实现了各项赛事 12连胜。曼联客场与阿森纳
0:0互交白卷，与英超“领头羊”曼城差距拉大。

同日，埃弗顿0:2不敌排名下游的纽卡斯尔联；
水晶宫1:0小胜近况不佳的狼队；两支“升班马”西
布罗姆维奇和富勒姆2:2战平；阿斯顿维拉客场1:
0击败南安普敦。

英超：

曼城小胜“副班长”
曼联战平阿森纳

据新华社柏林 1月 30日电（魏颀）2020-2021
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 19 轮 30 日展开 6 场较
量，其中拜仁在主场 4:1 战胜霍芬海姆，取得四连
胜。多特蒙德在此前连续三轮不胜后终于全取 3
分，3:1战胜奥格斯堡。

面对刚刚换帅的柏林赫塔，法兰克福延续近来
良好的竞技状态，3:1战胜对手。法兰克福跃居积
分榜第三，近8轮联赛6胜2平。

同日，莱比锡 1:0小胜勒沃库森。不来梅和柏
林联合均以 1:1 分别战平沙尔克 04和门兴格拉德
巴赫。

德甲：

拜仁、多特双双获胜
法兰克福跃居第三

据 新 华 社 马 德 里 1 月 30 日 电（谢 宇 智）
2020-2021 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 21轮 30日
展开 4场较量。在当日的一场焦点战中，皇家马德
里主场1:2不敌莱万特。

皇马本轮在迪·斯蒂法诺球场迎战莱万特。米
利唐开场仅 9 分钟即被红牌罚下，打乱了“白衣军
团”的部署。虽然阿森西奥一度为主队建立起领先
优势，但莱万特此后凭借莫拉莱斯和马尔蒂的进球
成功翻盘。本轮过后，皇马以12胜 4平 4负积40分
继续排名西甲第二，距离排名榜首、少赛两场的马
德里竞技有7分的差距。

在当日其他几场比赛中，塞维利亚客场 2:0 战
胜埃瓦尔，巴伦西亚主场1:0击败埃尔切，比利亚雷
亚尔主场1:1战平皇家社会。

西甲：

10人皇马主场不敌莱万特

据新华社罗马1月 30日电（黎梦青）意大利足
球甲级联赛第20轮的比赛30日继续进行，AC米兰
客场 2:1 险胜博洛尼亚，国际米兰主场 4:0 轻取贝
内文托，尤文图斯则在客场2:0力克桑普多利亚。

尤文图斯在对阵桑普多利亚的比赛中，早早就
凭借基耶萨的进球取得领先。下半时，在雨势很大
的情况下，尤文基本采取防守策略，桑普多利亚则
倾巢而出，试图找到突破口。比赛尾声，面对对手
空荡的后防，C 罗送出长传，夸德拉多得球后助攻
拉姆塞禁区内推射空门轻松得手，尤文2:0获胜。

意甲：

米兰险胜博洛尼亚
国米轻取贝内文托

2020年，17岁的她在洛桑冬
青奥会为中国队摘得两金一银；
又在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世界
杯中，成为史上第一个在同一分
站拿下两个项目金牌的选手；她
的“美国高考”，即SAT成绩仅比
满分低20分，最终被斯坦福大学
录取……

在刚刚开始的2021年，她取
得大赛“开门红”，在世界极限运
动会X Games冬季赛中，分别夺
得自由式滑雪超级U型场地、坡
面障碍技巧比赛的金牌，还在大
跳台比赛中摘铜。

她是谷爱凌，一个超级版“别
人家的小孩儿”。正如典型的青
春期孩子，她热衷分享自己正在
形成的人生哲学。说到成功，她
表示这只是实现了所有人都会
有的理想。但又说，自己就是想
做到最优秀。

当十七岁的人生恰如梦想的样
子，她很享受奋斗和成功的美妙。

没有“虎妈”，只有榜样

在超高的 SAT 分数和新晋
斯坦福学生的身份被广为人知
后，谷爱凌的热度从冰雪“破圈”
到教育。不少人猜测，她是不是
有个“虎妈”？

当被问到这个问题，谷爱凌
笑着说：“好多人问我，是不是她
让你滑雪？是不是她让你好好上
学？但是，我真的没有‘虎妈’！”

谷爱凌并不否认母亲和奶奶
对她有巨大影响，甚至表示，两
位家长都是她最“ 崇 拜”的女
性。她用“非常有力量、非常自
信、非常勇敢”来形容她们。

谷爱凌多次提及严格、更看
重学习、善于鼓励的奶奶。“我把
最难的目标设给自己，是因为奶
奶告诉我，不要害怕，你觉得害
怕的东西，是因为难吗？是因为

你觉得自己做不了吗？但其实
你什么都能做得了。”

当这些目标出现的时候，母亲
也及时给予引导和鼓励。三、四岁
时，谷爱凌曾问母亲，世界上最好
的大学和最难进的大学分别是什
么。回答都是斯坦福，也就是她母
亲上的学校。“从那时起，我就想
自己一定要去斯坦福大学。”

“在八、九岁的时候，我刚加
入一个滑雪队，是里面唯一的女
孩，我回家对妈妈说，我想去奥
运会！”对于奥运梦的原点，谷
爱凌记忆犹新。而母亲此时的
回应是——“加油！”

成功的配方——热
情、平衡、高效

谷爱凌说，在接受专业滑雪
运动员训练之初，母亲和奶奶其
实并不支持。“她们也说滑雪特
别危险。”

但在母亲的教育理念中，孩
子 应 当 追 求 自 己 感 兴 趣 的 东
西。而滑雪就是谷爱凌最有热
情的事之一。

“后来她们发现我特别热爱
这个运动，知道滑雪给我带来的
快乐是无穷的，就（转而）非常支
持我。”

“我不是为了比奥运会而滑
雪，我最初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
喜欢，然后顺便开始比赛，顺便
开始赢，这让我更喜欢它，再接
着去做。”

“同样，我也不是为了考斯坦
福而学习。”她补充道。

对于如何保持热情，谷爱凌
给出了答案——平衡。她说，同
时做全职学生和专业运动员是
自己决定的。“如果没有滑雪，学
习可能会变得非常没有意思。
如果我想到下周就要去滑雪了，
那现在就应该好好去学习。而

在滑雪的时候，我就应该好好享
受它，因为上周我一直在期待。”

谷爱凌强调，在做其中任何
一件事时，她都会尽力保持专
注。高效地完成后，再干净利落
地切换到下一件事。

专注、高效的习惯带来另一
种正循环。谷爱凌有一个令人
惊讶的数据——现在，她每天仍
会睡够10小时！

“我每天能够做这么多事，是
因为睡得好，有非常多能量。”这
个理念，也是母亲教会她的。

有多拼，生活就有多精彩

成功背后，有谷爱凌超出常
人的努力。

谈到自己是如何在学校和训
练场间无缝切换的，谷爱凌说：

“从家到太浩湖的雪场有4小时车
程，我学会了在车上写作业，在车
上睡觉，车上换衣服，车上吃饭。”

她的 SAT 考试是在训练转
场间隙参加的。短暂的时间和
瑞士陌生的交通，使她在进考场
前，不得不先在雨中奔跑了一公
里多。

疫情期间，她一度无法和教
练会合，“只能找朋友们的教练，
一个人问一个问题。”没有健身
房，她就坚持在家做自重训练，
并坚持跑步……

谷爱凌始终表达着一个观点
——这些经历让她的人生变得有
趣，对此她十分享受。

世界冠军、学霸、时尚达人、
美食家……这个充满能量的姑娘
大胆地向这些角色靠近。这令
人羡慕、惊艳，但却不必惊讶。
因为十七岁，正是一个拥有无尽
可能和天马行空的灵感的年纪。

谷爱凌平常爱和朋友们一起
玩儿。“2020年，我觉得最遗憾的
事情就是学校的毕业舞会取消

了！”她希望在上大学后，能交到
更多朋友。

她表示，即便拥有许多成功
的标签，但并不希望别人对她的
印象陷入刻板。“我不希望我的
朋友一想到我就是滑雪运动员，
我更想他们觉得我是一个朋友，
我是爱凌。”

2021 年有什么小目标？谷

爱凌表示一定会好好备战北京
冬奥会，在她看来，这是目前最
应专注的事。从她母亲发来的
视频中可以看到，她正在不断挑
战更高难度的动作。

“我希望很快就能回到中国，
和大家一起滑，雪道上见！”谷爱
凌发出了邀约。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17岁的人生恰如梦想的样子，
有多美妙？
新华社记者 卢星吉 肖亚卓 苏斌

谷爱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