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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5月 16日 21时，在三亚市吉
阳区下抱坡村五组新公路路边处捡到刚
出生女婴一名，小孩身体健康，拾捡时被
一条蓝白相间的被子包裹着。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持有效证件与三亚市吉阳区民政局联
系。联系电话：0898-88719428。联系
地址：吉阳区迎宾路 483 号区政府内人

社大楼403办公室。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
依法安置。

三亚市吉阳区民政局
2021年 3月24日

三亚市吉阳区民政局
关于寻找弃婴(弃儿)生父母公告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三房预许字〔2021﹞36号《商品房
预售许可证》,批准保利·悦府项目(原三亚·不夜城项目)三期11#住
宅楼预售,房屋建筑层数为地上26层,批准预售建筑面积:17253.48
平方米(其中:住宅16640.75平方米、商业612.73平方米),套数:160
套(其中:住宅150套、商业10套)。该项目位于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
荔枝沟加油站东侧YC2-47-4地块,土地房屋权证为:三土房(2011)
字第015536号,由三亚不夜城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现就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一、开发建设单位必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
产管理法》、《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商品房
预售。二、该项目预售款监管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
行,监管账号:6230 1010 0100 111100。三、该项目批准预售有效期
为3年(即2021年4月2日至2024年4月1日)。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 4月 2日

三亚市商品房预售公告
三房预许字〔2021﹞36号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三房预许字〔2021﹞37号《商品

房预售许可证》批准“崖州新城B01地块”项目7#住宅楼预售,房

屋地上建筑层数为 29层,批准预售建筑面积:12698.84 平方米,

预售套数:112套,该项目位于三亚市崖州区海榆西线公路西侧,

不动产权证号为:琼(2018)三亚市不动产权第 0032134 号,由三

亚广兴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开发建设单位必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商品房预

售。二、该项目预售款监管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

亚分行,监管账号:2175 6001 0400 08041。三、该项目批准预售

有效期为3年(即2021年4月2日至2024年4月1日)。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 4月 2日

三亚市商品房预售公告
三房预许字〔2021﹞37号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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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一至周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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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极出行汽车租赁（海南）有限公司遗失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道路运输证正、副本，证号：交运管许可三亚字
460200204553，车牌号：琼BD05191，现声明作废。
★海南康隆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420007317001,编
号：641000632105，现声明作废。

★海南名棋天佑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
声明作废。
★三亚洲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三亚海棠湾孙氏庭院餐厅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4602001649307，现声明作废。

★三亚龙溪悦海游艇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 2-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200MA5RD3050K，
现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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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优

君悦子站 15 85 一级,优

天涯区
抱龙小学 15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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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拉·刘易斯曾担任国际滑雪
联合会秘书长长达 20 年，她说自
己目睹了中国运动员在冬奥会上
金牌“零的突破”，目睹了冬季项
目在中国的起飞，更目睹了北京
冬奥会“完美筹划”，因此她对冬
奥会的成功举办充满信心。

刘易斯6日正式宣布竞选国际
雪联主席，她有望成为该组织 97
年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掌门人。她
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微信视频
专访时，表达了以新的身份参加北
京冬奥会的信心和期待，国际雪联
主席的选举将在6月4日举行。

“关于北京冬奥会的话题，我
们可以谈上半天。”56岁的刘易斯
说，“北京冬奥会的筹划精细到了
完美的程度，涉及的每个人、每个
机构都紧密合作，这让所有的工

作都能高效率地完成。”
刘易斯曾长期作为国际奥委

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委员，
多次访问中国并考察冬奥会的场
馆建设，对北京非常熟悉。

“我对北京冬奥会筹备的每个
环节都印象深刻，场馆非常专业，
尤其是滑雪场地，非常具有前瞻
性，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将来冬
奥项目与旅游的结合。我们经常
提到奥运会的遗产，北京冬奥会
还没有举办，我们就已经看到了
未来很大的体育产业的规划。”

她说，北京冬奥会不仅给未来
很多大型体育比赛的举办者提供
了一个模板，而且从运动成绩上，
也给很多非冬季传统项目国家做
出了榜样。“中国过去几年邀请了
很多专家训练精英运动员，我相

信中国运动员能够在冬奥会上取
得很好的成绩。”

去年 10 月，从 2000 年起一直
担任国际雪联秘书长的刘易斯在
没有得到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被意
外免职，国际雪联没有给出任何理
由，她本人也始终没有做出解释。

她说:“我没有被批准参加当
时的会议，也没有得到任何通知。
会议结束后，主席把我叫到办公
室，当着两个同事的面，念了会议
的决定，然后说，‘请你离开吧。’”

这 起 事 件 留 下 了 太 多 的 谜
团。刘易斯想了很久，她将原因
归结为“政治因素”，因为自己与
国际雪联的理事没有任何的私人
恩怨，直到现在依然保持着正常
的电话联系。她经过反思后，认
为也可能是在疫情环境中，自己

的工作方式有些问题。
刘易斯承认自己是个工作狂，

她工作日必定凌晨四点到办公
室，周末9点前也必然坐到办公桌
前，十年如一日。

她说：“疫情到来后，我意识到
我们面临的挑战，这是个艰苦的
赛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必须采
取一切措施保证世界杯和世界锦
标赛如期举行。也许是我过于想
干好这件事情了，做事到了极端
的程度，旁边的人如果无法像我
这样做事，我可能就无法容忍。”

2019 年，担任主席 20 多年的
卡斯帕宣布将在 2020 年提前退
休，刘易斯显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她已经在国际雪联前后工作了 27
年。高处不胜寒，她面临的形势
也愈加微妙，尽管她一直对竞选

的问题避而不谈。
离开国际雪联后，刘易斯进入

瑞士顶级商学院国际管理发展学
院学习，前一天刚完成了最后一
次作业，她称这次针对性的培训
是对自己的一次充电，也给她挑
战未来更多的勇气。

“我相信我是国际雪联主席最
合适的人选，不管从能力、学识还
是技能方面都是如此。”

刘易斯说，如果竞选成功，将
为那些没有雪和山的国家和地区
提供更多的机会，让那里的人了
解这项运动、从事这项运动，因为
国际雪联必须走向世界。

“我是在北伦敦长大的，那里
很少下雪，我从小就是在旱地斜
坡上练习滑雪的。”她说。

（新华社东京4月6日电）

“我目睹了北京冬奥会的完美筹划”
——专访国际滑雪联合会主席候选人莎拉·刘易斯

新华社记者 王子江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相传，黎族先民漂洋过
海来到海南后，发现岛上没有房子，于是将船倒扣过
来，就变成了‘船形屋’……”日前，人大附中三亚学
校组织初二年级 280 名师生，来到海南槟榔谷黎苗
文化旅游区开展“访黎寨、感风情、学技艺、悟精髓”
主题研学活动。内容包括探秘非遗、黎族藤编、苗族
扎染、黎族八音乐器欣赏、“椰子战争”等丰富多彩的
实践活动。

一走进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同学们就开心
地参与景区的开园舞互动，里三层外三层的舞蹈矩
阵随着节奏的变化，成为此起彼伏的欢乐“海洋”。

随后，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同学们走进船形屋探
寻黎族古老民居的悠久历史。参观船形屋后，带着
浓厚的兴趣，同学们又先后参观了无纺馆、麻纺馆、
龙被馆，拜访黎族老人，欣赏她们手工编织的精美黎
锦，从中细细品悟黎族文化的历史变迁，并将所见所
闻记录在研学手册上。

在非遗村和甘什黎村，同学们近距离欣赏了由
竹木制成的八音器乐演奏，走出校园的孩子们走进
传统民俗的“第二课堂”，显得格外兴奋，在寓教于乐
的氛围中开阔了视野，领略了民族音乐的神奇。

来到黎族藤编和苗族扎染体验区，身怀绝技的
黎族阿婆和年轻帅气的扎染技师们手把手传授手工
技艺，同学们兴致盎然、认真学习领悟。当同学们手
拿自己精心制作而成的作品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快快快！小心别出界了！”在圣水平台，同学们
分班展开“椰子战”。竹木为杆、椰子为球，妙趣横生
的竞赛在欢乐和呐喊声中激情上演。

同学们纷纷表示，通过研学实践，最重要的是让
自己眼动、手动和心动，要善于观察和体验民族文化
特色；要勤于动手，感悟民族非遗技艺的精妙；学会
将知识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这样的研学活动更能
拓宽学习的广度和深度。

回到学校，同学们在主题班会上根据研学任务
单的内容作总结汇报并认真分享了此次研学活动带
来的收获。同学们还根据学到的扎染方法，自己动
手尝试起来，虽然结果并不理想，但通过尝试，同学
们更能真切地体会到传统非遗技艺的神奇和精妙以
及“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的深刻内涵。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 通讯员 黄成龙）“嘟……”
近日上午，随着一阵清脆响亮的哨音，天涯区一场主
题为“韶华有时,青春无限”的青少年趣味运动会在我
市山区——高峰片区台楼村拉开了帷幕。

记者在位于台楼村篮球场的比赛现场看到，来自
天涯区高峰片区的 20 位青少年分为红蓝两队，以团
队竞技的形式进行比拼。

趣味运动会活动项目形式新颖而多样，在“同舟
共济”游戏中，通过队员们的不断努力沟通磨合，每支
队伍都很快形成了一定的团队默契，进入合作状态，
并都以最快的速度达到了终点。

“头顶一片天”、爱“乒”才会赢等活动更是趣味
十足。“加油！加油！……”场边的啦啦队员们群情振
奋、摩拳擦掌地为选手们鼓劲助威，此起彼伏的加油
声、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其乐融融，欢乐无比，使得
整个篮球场一片欢腾，让山区的孩子们嗨翻了天。

最后一项“拔河赛”更是将大家的激情点燃。各
队选手以两脚为轴，气定神闲、稳如泰山般地站定位
置，时而长拉，时而侧拉，都使出吃奶的力气使劲拉着
绳子。一张张小脸涨得通红，一个个眉头都攒得紧紧
的，一张张嘴都闭得严严实实的，牙齿都咬得“咯咯”
直响，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叫人喘不过气来，绳
子中间的红色标记忽左忽右，在中间区域来回移动，
大家都屏息凝神，紧咬牙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使出浑身解数，贴地移步，拼命往后拉。周边的村
民也被这份青春的朝气吸引，纷纷前来围观为队员们
呐喊助威，加油打气……

天涯区有关负责人称，此次青少年趣味运动会以
运动为载体，丰富了青少年的文化生活。

访黎寨、感风情、学技艺、悟精髓

第二课堂真精彩
学生乐开怀

天涯区

举办趣味运动会
孩子嗨翻天

新华社北京4月 6日电（记
者 公兵 肖世尧）中国足协官网
6 日宣布，前国脚杨晨出任中
国 U16 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
练。

中国足协官网称，根据中
国足协各级国家队教练员选聘

工作程序，经过报名、资格审核
和竞聘面试，在选聘专家委员
会讨论提出候选人名单的基础
上，经中国足协主席办公会研
究通过，确定由杨晨担任中国
U16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

杨晨 1974 年出生于北京，

运动员期间曾效力于北京国
安、德国法兰克福、深圳健力宝
等俱乐部，帮助国安获得足协
杯冠军，2000 年当选中国足球
先生，2004 年帮助深圳健力宝
获得中超冠军；杨晨 1998 年至
2004 年效力于中国国家队，期

间参加了2002年韩日世界杯。
杨晨现为亚足联职业级教

练，此前曾担任江苏苏宁领队
兼助理教练、贵州人和领队兼
助理教练、北京北控领队，还曾
担任中国U22国家男子足球队
领队兼助理教练。

新华社华盛顿4月 5日电（记者
王集旻）5 日在加拿大卡尔加里进行
的 2021 年男子冰壶世锦赛循环赛
中，中国队获得一胜一负，其中战胜
丹麦队的比赛也是中国队本次世锦
赛首次获胜。

世锦赛 2 日开赛，此前连续三个
比赛日中国队都没有尝到胜利的滋
味，5日进行的第10轮对阵丹麦队的
比赛中，中国队终于“开胡”，以 6:5
获胜，不过随后第 11 轮对阵荷兰队
的比赛中，中国队以2:10遭遇失败。

对阵丹麦队的战斗非常激烈，两
队实力旗鼓相当。首局中国队先下
两分领先，不过接下来的比赛中两队
比分却交替上升，战至第九局时双方
5:5 打平。第 10 局的战斗中国队拿
到关键1分，最终以6:5获得胜利。

随后进行的同荷兰队的比赛中，
前两局荷兰就以 5:0 领先，最终以
10:2取胜。

共有14支队伍参加本届世锦赛，
前六名将直接晋级 2022 年北京冬奥
会。作为东道主，中国队自动获得北
京冬奥会参赛资格。

新华社平壤4月6日电（记者 洪
可润 江亚平）据“朝鲜体育”网站 6
日报道，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
依然严峻，朝鲜决定不参加东京奥运
会。

报道说，朝鲜奥林匹克委员会于
3月 25日在平壤举行会议，根据委员
的提议，决定不参加东京奥运会，以
保护运动员的健康免受新冠肺炎疫
情的威胁。

报道还说，会议强调在新的五年
计划期间，要在国际比赛中持续增加
获奖牌数量，在全国掀起体育热潮。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朝鲜立
即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其中包括关
闭边境，以防止病毒的传播。朝鲜官
方媒体多次表示，朝鲜迄今为止尚未
发现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朝鲜宣布
不参加东京奥运会

2021年男子冰壶世锦赛

中国队斩获首胜

杨晨出任U16国家男足主教练

新华社马德里 4 月 5 日电
（谢宇智）2020-2021 赛季西班
牙足球甲级联赛第29轮 5日进
行一场焦点战，巴塞罗那主场
1:0击败巴拉多利德，并在积分
榜上将与榜首马德里竞技的差

距缩小到1分。
巴萨本轮在诺坎普迎战巴

拉多利德。登贝莱第 90 分钟
打入全场唯一入球，助球队绝
杀对手。目前巴萨以20胜 5平
4 负积 65 分排名西甲第二，距

“领头羊”马德里竞技仅有 1分
之差，并领先排在第三位的皇
家马德里2分。

两队上半时战成 0:0，下
半时，巴拉多利德在第 79分钟
陷入十人作战，普拉诺铲倒登

贝莱被罚出场。第 90分钟，巴
萨终于打开局面，德容右路送
出传中，后点的登贝莱接阿莱
霍中路头球摆渡，小禁区左角
抽射入网，将全场比分锁定在
1:0。

一球小胜巴拉多利德

巴萨仅落后马竞1分

4 月 6 日，运
动 员 在 冰 壶 项
目测试活动中。

当日，“相约
北京”冰上项目
测 试 活 动 冰 壶
比 赛 女 子 决 赛
和 季 军 争 夺 赛
在 国 家 游 泳 中
心“ 冰 立 方 ”进
行。最终，国家
游 泳 中 心 一 队
战 胜 北 京 体 育
大 学 队 获 得 冠
军，国家游泳中
心 二 队 战 胜 北
京队获得季军。

新 华 社 记 者
彭子洋 摄

“相约北京”冰上项目测试活动冰壶比赛在“冰立方”举行

同学们仔细观摩黎族藤编技艺。

Sy 民族团结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