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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资讯
广场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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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海南无忧易通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拟向三亚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三亚咖咖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三亚崖城谢碧玲冷冻食品摊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14602000120918，现声明作废。
★刘兵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340321197609104378，有
限期限：2018.07.19-2038.07.19，现声明作废。
★海南天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
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无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拟向三亚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45 天内办理相关手
续，特此公告。

尊敬的顾客朋友：
您好，因本超市合同即将到

期，现通知广大持有海南百佳汇

商贸有限公司购物卡（商务卡）

和会员卡的顾客，请尽快到本超

市使用和兑换积分，截止日期：

2021 年 2 月 28 日，逾期后将无

法继续使用，请广大市民互相转

告。给您造成不便敬请谅解。

海南百佳汇商贸有限公司
三亚河西店

2021年 2月4日

三亚百佳汇超市
结业公告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近日，由

三亚旅文集团主办、新浪海南承办

的“于朝暮山海间，寻三亚城市记

忆”老照片征集系列活动落下帷

幕。2月 3日傍晚，活动颁奖典礼在

天涯海角游览区举行。包括特等

奖、一等奖在内的七大奖项花落各

家。

据了解，此次老照片征集活动旨

在通过征集于天涯海角、鹿回头、大

小洞天等三亚旅文集团成员景区的

老照片，见证三亚旅游城市的发展

变迁，进一步挖掘市民游客对于三

亚的城市记忆，塑造有情怀、有温

度、重体验的三亚景区品牌形象。

自1月 8日启动至今，本次活动在网

上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三亚城

市记忆 #微博话题阅读量已超过

3500 万，话题讨论达 7000 多人次。

截至征集结束，共收到了来自全国

各地网友的 700 多张珍贵老照片不

仅包含了参赛者沉甸甸的回忆，更

浓缩了三亚城市发展蜕变的历史。

最终，特等奖由苏雨仙投稿的照

片获得，游必生投稿的照片被评为

一等奖。由陈颖专、庞雄、杨芳、孙

清等人投稿的照片分获二等奖、三

等奖及纪念奖，并获颁荣誉证书及

奖金、奖品。

在活动颁奖典礼结束后，从众多

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的 100 多张老

照片将被制作成照片墙，于天涯海

角游览区、鹿回头风景区和大小洞

天旅游区长期展示，欢迎市民游客

前来打卡并创造更多属于自己的

“三亚城市记忆”。

新华社北京 2 月 3 日电（记 者
张骁 夏子麟）记者 3 日从北京市重
大项目办获悉，在迎接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开幕倒计时 1周年之际，北京
冬奥会北京市竞赛场馆全部具备测
试比赛条件，首次全面完成制冰、造
雪工作。

“这是继2020年底北京冬奥会北
京市竞赛场馆全面完工后，由场馆建
设转入测试、运行阶段的重要标志。”
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副主任丁建明说。

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共有6个竞
赛场馆。目前，国家速滑馆、国家游
泳中心、国家体育馆、首都体育馆、五
棵松体育馆 5 个冰上项目竞赛场馆
完成制冰工作，首钢滑雪大跳台作为
唯一雪上项目竞赛场馆完成造雪工
作。

“北京赛区有 7 块比赛或训练冰
面使用二氧化碳制冰技术，该技术
相较传统制冰技术更加安全节能，
且温控精确，排放趋近于零。随着

北京赛区竞赛场馆全部制冰完成，
北京市成为冬奥会历史上首个大规
模使用二氧化碳环保制冷剂制冰的
举办城市。”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城区
场馆建设处处长黄晖说。

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有两个竞
赛场馆，为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和国家
高山滑雪中心。“延庆赛区于 2020年
底全面完工并完成制冰、造雪工作，
赛道均一次性通过国际认证，目前相
关测试活动即将展开。”北京市重大

项目办延庆场馆建设处处长刘利锋
说。

丁建明介绍，截至 2021 年 1 月，
由北京市负责建设的 57项北京冬奥
会场馆和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已完工
49项。2021年，承担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开闭幕式的国家体育场“鸟
巢”、作为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的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北京颁奖广场
等 8 个非竞赛场馆项目也将全面完
工。

北京冬奥会北京市竞赛场馆
全部具备测试比赛条件

“三亚城市记忆”老照片
征集活动收官

百余张老照片将被制作成照片墙在三景区展示

“三亚城市记忆”老照片征集颁奖仪式在天涯海角游览区举行。本报记者 孙清 摄

新华社罗马 2 月 2 日电（黎
梦青）意大利杯 2 日展开半决赛
首回合的比赛，在米兰的圣西罗
球场，尤文图斯先失一球，但随
后凭借 C 罗的双响，2:1 逆转国
际米兰，拿下首回合的胜利。

国米球员卢卡库和阿什拉夫
本场停赛，而尤文则缺少迪巴拉
和拉姆塞。比赛开始仅 9 分钟，

“蓝黑军团”就通过漂亮的配合
先下一城，巴雷拉在前场给劳塔
罗送上一脚绝妙助攻，后者禁区
内劲射破门。

第 26分钟，尤文图斯球员夸
德拉多门前跌倒造点，C 罗主罚
命中，将比分扳平。随后不久，

国米后防失误再送对手一分。
第35分钟，国米后卫巴斯托尼和
门将汉达诺维奇沟通出错，巴斯
托尼带球遭C 罗抢断，出击禁区
外的汉达诺维奇只能眼睁睁看
着C 罗推射空门得手，尤文将比
分逆转。

易边再战，国米几次有威胁
的射门都被扑出，而第 57 分钟，
尤文后防几乎复制了对手上半时
的失误，不过桑切斯的射门最终被
尤文后卫德米拉尔从门线解围出
去。直到比赛结束，双方都没有再
进球，而国米球员比达尔和桑切斯
都在本场比赛中领到黄牌，这意味
着他们将在次回合停赛。

意大利杯

C罗双响助尤文逆转国米

新华社罗马 2 月 2 日电 意
大利国家队主帅曼奇尼2日在接
受采访时透露，他将在2022年卡
塔尔世界杯结束后离开帅位。

2017 年底，意大利队在预选
赛附加赛中被瑞典队淘汰，无缘
俄罗斯世界杯，之后曼奇尼接替
文图拉，成为意大利队新任主教
练。在2020欧锦赛预选赛中，意
大利队发挥出色，以十连胜的战
绩强势晋级。

作为前国际米兰、曼城等俱
乐部的主帅，曼奇尼在采访中表
达了再次执教一支俱乐部队的
想法，他说：“我将在卡塔尔世界
杯之后离开球队，我想回到俱乐
部执教。”

此外，曼奇尼还提到了几位
理想的接任者，他说：“很多主教
练都可以执教意大利队，比如阿
莱格里、安切洛蒂和加斯佩里
尼。”

意大利国家队主帅曼奇尼
将在卡塔尔世界杯结束后卸任

新华社伦敦 2月 2日电（记者 张薇）英超 2
日大战 4场，其中两场都出现了红牌，而且是各
有两张。曼联在几乎整场以多打少的情况下 9:
0 狂胜南安普敦，阿森纳则遭遇后卫、门将先后
被罚下场的局面，1:2不敌狼队。

曼联当日主场迎战南安，开场不到两分钟，
客队小将扬科维茨就因正面踢人犯规被直接罚
下。而当日是这位 19 岁的瑞士中场第一次英
超首发。“红魔”的进球表演很快到来。万-比
萨卡、拉什福德先后建功，接着客队还送上一记
乌龙球。第 39 分钟，卡瓦尼头球中的，曼联以
4:0完成上半场。

易边再战，经历了较为沉闷的 20分钟后，曼
联又一次集中火力瞄准对方大门。马夏尔、麦
克托米奈两分钟内连续命中。终场前不久，上
半场送上乌龙的贝克德纳雷克禁区内对马夏尔
犯规，波兰后卫被红牌罚下，费尔南德斯则主罚
点球将比分扩大到 7:0。比赛仅剩几分钟，曼联
仍未“停火”。马夏尔、詹姆斯锦上添花，将比分

定格在9:0。
这场狂胜让曼联平了英超最大分差纪录，

而南安则悲惨地成为两次成全这一纪录的球
队。上赛季，莱斯特城同样曾以9:0大胜南安。

同日，狼队在主场迎接“枪手”，客队抢先发
难。在接连两次进攻击中门框后，阿森纳终于
在第 32 分钟由佩佩左路突破命中一球。主队
在上半场补时阶段打出快速反击，何塞突入禁
区遭身后回追的大卫·路易斯犯规，巴西后卫被
红牌罚下，狼队则由内韦斯主罚点球命中扳平
比分。

下半场刚开场，穆蒂尼奥禁区外打出世界
波，球击中球门立柱内侧弹入网窝，狼队实现反
超。少一人应战已够困难，没想到门将莱诺第
72 分钟又因冲出禁区解围时手球被红牌罚下，
阿森纳近5场联赛首次告负。

另外，“副班长”谢菲联 2:1击败西布罗姆维
奇，22 轮联赛第三次得胜。纽卡斯尔联 1:2 不
敌水晶宫。

英超：曼联狂胜南安 狼队逆转阿森纳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记者 张
骁 汪涌 姬烨）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
3日开展冬奥测试活动综合演练，赛
区将于 2 月 16 日至 26 日举办“相约
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高山滑雪和
雪车雪橇项目比赛。

此次演练为实地实景的全要素、
全流程演练。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重

点演练疫情防控和场馆内外协调工
作，检验场馆与场馆群通信联络与请
示报告、场馆指挥通信系统和业务
领域请示报告等重点业务领域的应
急处置流程；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重
点演练餐饮服务、车辆故障应急、医
疗救援应急、疫情防控应急、媒体运
行和颁奖仪式等 12 个领域的 27 条

计划内容。
“我们的场馆在硬件建设方面已

经达到世界顶尖水平，竞赛组织运行
工作也要达到，这是我们的目标。”北
京冬奥会延庆场馆群常务副主任杨
阳说，演练将进一步优化延庆赛区运
行计划，检验应急预案，确保场馆设
施、技术系统、人员能力和运行指挥

体系等在赛事运行中形成合力。
当日，延庆赛区外围保障单位也

根据核心区需求，同步启动了交通、
医疗、安保等专项保障演练，实现内
外联动。新投用的冬奥医疗保障中
心模拟接收一位赛区“发热患者”，对
系统调度、内外衔接、机制保障等内
容进行检验磨合。

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
开展冬奥测试活动综合演练

新华社北京 2 月 3 日电（记者 丁
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东

京奥运会、欧洲杯等一系列重大赛事

被迫延期，全球体育赛事大规模停摆，

体育产业更是遭遇严峻考验。但疫情

下各国央行释放了充足的流动性涌向

股市，新能源、科技、消费等行业股票

节节攀升，一些体育上市公司市值也

迭创新高。安踏领跑市值榜，李宁首

次杀入千亿俱乐部。

新华网体育统计了 33 家在 A 股、

港股和美股上市的中国体育公司（港
股、美股公司货币单位均换算为等值
人民币），发布了《中国体育上市公司

2020 年市值榜单》。截至 2020 年年

末，33家体育公司总市值为 8134.18 亿

元，3 家公司市值破千亿元，9 家公司

市值过百亿，比2019年年底多 3家。

安踏体育、申洲国际、李宁等 3 家

公司市值位于千亿俱乐部。

中国体育公司2020年市值榜

安踏体育居首位

新华社蒙特利尔 2 月 3 日
电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
2日表示，因为上诉时间已过，他
们将不再就俄罗斯禁赛两年处
罚继续上诉；由于禁赛原因，俄
罗斯两年内将无法以国家名义
参加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以
及卡塔尔世界杯等国际大赛。

由于兴奋剂问题，WADA曾
对俄罗斯禁赛四年，后者向国际
体育仲裁法庭（CAS）提起上诉，

CAS 在 2020 年底做出决定，支
持 WADA 对俄罗斯实施禁赛处
罚，但将禁赛期从四年削减为两
年。

WADA 在 2 日的一份声明
中表示，由于时效已过，他们将
不 再 向 瑞 士 联 邦 最 高 法 院 上
诉。WADA解释称，即使上诉成
功也只能改变案件程序，而不会
影响案件实体，很难改变结果，
因此上诉意义不大。

俄罗斯维持禁赛两年
WADA不再上诉

新华社北京 2月 3 日电（记
者 李博闻 郑直）CBA 公司 3 日
宣布，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运
动员发展总裁张弛担任首任新
闻发言人。CBA全明星赛、常规
赛第三阶段计划于3月中下旬先
后举行。

CBA 公司首席执行官张雄
表示，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目
的是使今后 CBA 公司的对外发
声做到一个声音、一个通道。“今
后，CBA公司将通过新闻发言人
这一统一对外发声出口，继续以
新闻公告、媒体采访、新闻发布
会等既有形式，从制度建设、事
实澄清、规则解释、舆论引导等
方面，及时发布联赛重要新闻并
阐述 CBA 公司的态度、立场，同
时解答媒体关心的问题，以达到
树 立 良 好 联 赛 品 牌 形 象 之 目
的。”张雄说。

CBA 常规赛第二阶段将于
2 月 6 日结束。按照目前计划，
中国男篮将参加 2 月 17 日至 23
日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的亚洲杯
预选赛。在这个国家队比赛窗
口期结束后，国家队成员回国后
还需要进行必要的隔离。“常规
赛第三阶段将在国家队成员返
回各自俱乐部队后开赛，时间暂

定在 3 月下旬。CBA 全明星周
末将于 3 月中下旬在青岛举行，
全明星周末期间是否有条件地
允许观众入场，需要依据青岛当
地防疫部门的意见决定。”张弛
说。

在裁判问题方面，张弛表示，
联盟要求裁判员严格按照“过程
导向”的原则进行执裁。“‘过程
导向’指裁判员在执裁过程中，
严格按照《篮球规则》《裁判法》
《CBA联赛特殊规定及解释》，对
比赛进程中发生的违犯行为做
出客观、实事求是、公正的判罚，
裁判员的执裁必须反映比赛的
实际过程，不需要裁判员考虑篮
球规则精神以外的其他因素，包
括但不限于主场、客场、双方分
差、队员犯规次数、比赛剩余时
间、观众情绪、队伍感受等。”张
弛说。

此外，张弛表示，联盟将继续
利用赛会制比赛的培训环境，对
临场裁判员在执裁中出现的问
题，有针对性地进行辅导和培
训，提高临场裁判员的正判率和
权威性。同时也将进一步完善
裁判员考核评估体系，通过奖惩
机制激励裁判员队伍更好地为
联赛服务。

CBA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全明星赛拟三月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