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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
例》第十二条之规定，为加强我市人工影响天气安全作
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作业目的：为缓解本市旱情、增加水库蓄水。
二、作业区域：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
三、作业时间：2021 年 4 月 17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实施火箭人工增雨作业。
四、作业设备：BL型火箭发射架、BL-1A型火箭弹。
五、发现弹药残骸处理办法：BL 型增雨火箭弹系由

非金属材料制成，火箭空中催化后，弹壳在空中直接炸
成微小碎片，落下地面不会伤人。若发现残骸或残骸对
人、物造成损失请立即与三亚市气象局联系，联系电话：
0898-88200700,13368955786，联系人：高一铭。

六、发现残骸后不得随意拆解，否则后果自负。
七、弹药残骸下落后没有环境污染。
特此公告。

三亚市气象局
2021年 4月 17日

三亚市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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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芒鸭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海南和泓酒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统一
信用代码 914602000696665563）遗失 2020年电梯定期
检验报告，电梯编号为：E/30019049.003-043，声明作
废。

★三亚吉阳博铭山益禾堂冷饮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许可证编号：JY24602002000817，现声明作废。
★海南艇院游艇服务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4602000035258，现声明作废。

易东西（海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注册资金人民币
由伍仟万元整减为伍佰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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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遗 失 声 明声 明

曾玉琼和黎旺共同申请的公租房（同心家园 7 期
B2 栋 1002 室）已获批准，请曾玉琼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前与黎旺（13337575588）联系，办理相关手续，逾期
不到，后果自负，特此声明。

声明

减 资 公 告

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的重要指示，贯彻“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
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城市
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的理念，切实解决我市在生态
环境、城市空间品质、公共服务、交通出行和城市治理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全面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
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结合我市实
际情况，我局起草了《三亚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提升三
年（2021—2023年）行动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为充
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或建
议。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20 日至 4 月 26
日，若有意见请于公示结束前反馈，详情请登录三亚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http://zgj.sanya.gov.cn查询。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 4月 19日

关于公开征求《三亚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提升三年（2021—2023年）行动实施
方案》（征求意见稿）意见或建议的公告

据新华社巴黎 4 月 19 日电
（记 者 肖 亚 卓 张 薇）靴 子 落
地！此前炒得沸沸扬扬的欧洲
超级联赛正式成立。

当地时间19日凌晨，欧洲12
家豪门俱乐部共同宣布，创立欧洲
超级联赛。这12家俱乐部包括西
甲的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马德
里竞技，英超的曼联、曼城、利物
浦、切尔西、阿森纳、热刺，以及意
甲的尤文图斯、AC米兰和国际米

兰。现任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将
担任超级联赛第一届主席，曼联联
席主席乔尔·格雷泽以及尤文图斯
主席阿涅利担任副主席。

欧洲五大联赛中，仅有德甲
与法甲的球队没有参加。

在各方反对声明接连发出
后，12家俱乐部并没有妥协。尽
管未能像此前媒体爆料的那样
在 18日当天夜里 10点钟发布成
立超级联赛的消息，但到了19日

凌晨，这一消息最终官宣。
“我们会在各个级别上去帮

助足球，并把它带到在这个世界
上应属的位置。足球是世界唯
一一项拥有超过 40 亿粉丝的全
球性运动，我们作为大俱乐部，
有责任回应球迷们的渴望。”弗
洛伦蒂诺在一份声明中说。

格雷泽则表示：“将世界上最
优秀的俱乐部和球员聚集在一
项赛事中，让他们在一个赛季的

时间彼此交手，超级联赛将会开
启欧洲足球的新篇章。”

根据 12 家俱乐部公布的超
级联赛赛程，该联赛将由20家俱
乐部参加，包括15家创始俱乐部
（除了以上 12 家以外，另外 3 家
将于近期公布）以及 5支其它球
队，这 5 支队伍将根据前一赛季
的表现决定。

所有比赛都将在周中举行，
新赛季从 8 月开始，俱乐部将分

为两组、每组10支球队进行两回
合比赛，每组前三名直接晋级八
强，第四、五名通过附加赛决出
另外两个八强席位，随后进行两
回合制的淘汰赛，决赛为单回合
制，在中立球场举行。

考虑到欧足联以及国际足联
对该项赛事的强烈反对态度，可
以想见，未来几天内各方的博弈
仍将继续，这项新成立的赛事究
竟能走到哪一步仍未可知。

“硬刚”欧足联！
12家欧洲足球俱乐部宣布成立“超级联赛”

英法元首：

伤害极强
对于这一体育界的重磅新

闻，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法国总统
马克龙均表达了激烈的反对，约
翰逊声称这一赛事成立“带来了
极大的损害”。

在19日凌晨，英国首相约翰逊
在推特上连续发文抨击这一新体
育赛事的成立，他称建立欧洲超级
联赛的计划“对足球来说有巨大伤
害”，并声称支持足球产业的有关
部门对此采取行动。随后他还向
已宣布参加联赛的球队喊话，要求
他们“向球迷和公众做出解释”。

资料显示，目前宣布参加的
12 家俱乐部中有 6 支来自英格
兰超级联赛，欧洲超级联赛的成
立，很可能会对英国国内相关赛
事和产业造成重大冲击。

英国文化大臣道登也对此表
示了不满，“我们拥有一个从上
到下的足球金字塔，从扬名国际
的英超联赛一直到低级别的社
区联赛，任何试图摧毁这一体系
的行为都会让我非常失望。”

英国工党领导人基尔·斯塔
莫也发声反对，表示参与的球队
需要立刻重新考虑，否则就要承
担后果，“这一提案有与球迷割
裂的风险，会把球迷变成单纯的
观众和消费者。”

除约翰逊外，法国总统马克
龙也公开发言反对联赛成立。

（综合）

欧足联声明称：“欧足联、
英格兰足总和英超联盟、西
班牙足协和西甲联盟、意大
利足协和意甲联盟已经了解
到，一些英格兰、西班牙和意
大利俱乐部可能计划宣布建
立 一 个 封 闭 的 所 谓 超 级 联
赛。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
希望重申，我们，欧足联、英足

总、西足协、意足协、英超、西
甲、意甲以及国际足联和我们
所有的成员协会，将继续团结
一致，努力阻止这个见利忘义
的项目，这个项目是在社会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的
时候，基于少数俱乐部的自身
利益而建立的

我们将考虑可以采取的所
有措施，包括司法和体育方面

的措施，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足球是建立在公开竞争和体育
优势而不是任何其他方式基础
之上的；

正如国际足联和六个足联
此前宣布的那样，有关俱乐部
将被禁止参加任何其他国内、
欧洲或世界级别的比赛，其球
员可能被剥夺代表其国家队参
赛的机会；

“我们感谢其他国家的俱
乐部，特别是法国和德国的俱
乐部，他们拒绝签约。我们呼
吁所有热爱足球的人、球迷和
政治家，加入我们的行列，反
对这样一个项目，如果它被宣
布的话。少数人的这种执着的
利己主义已经持续了太长时
间，够了。”

（综合）

欧足联发表官方声明：反对！
称有关俱乐部将被禁赛，球员或被剥夺代表国家队参赛机会

在欧洲超级联赛宣布成立
后，国际足联发表声明表达反
对，但也敦促“为了比赛的利
益，保持冷静、建设性和平衡
的对话。”

声明称：“鉴于几家媒体的
要求，正如已经多次声明的那
样，国际足联希望澄清，它坚
定支持足球的团结和公平的再

分配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帮助
足球作为一项运动发展，特别
是在全球范围内，因为发展全
世界的足球运动是国际足联的
首要使命。”

“我们认为，根据我们的
法规，任何足球比赛，无论是
国家、地区还是全球的足球比
赛，都应该始终体现团结、包

容、诚信和公平的财政再分配
的核心原则。此外，足球管理
机构应该使用一切合法的、体
育的和外交的手段来确保该
原则保持不变。在此背景下，
国际足联只能对脱离国际足
球架构、不尊重上述原则的

‘封闭式欧洲分离联赛’表示
反对。”

“国际足联一贯主张世界
足球团结，并呼吁参与激烈讨
论的各方为了足球的利益，本
着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进
行冷静、建设性和平衡的对
话。当然，国际足联将采取一
切必要措施，为实现足球整体
利益的和谐前进作贡献。”

（综合）

国际足联：大家都冷静冷静

真金白银的利益，是欧超联
赛遭到抵制的最直接原因，但即
便是抛开这一点，在和这些经济
利益距离较远的球迷群体中间，
欧超联赛也同样难以得到支持。

欧超联赛宣布成立后，英国
足球支持者协会就随即发表声明
表示完全反对，并怒斥其成立的
理由就是“自私的贪婪”。

与此同时，各家俱乐部球迷
也做出反应，利物浦、切尔西、阿
森纳、曼城、曼联、热刺这 6家俱
乐部的球迷组织都陆续发表声
明，对欧超联赛提出反对，其中
不乏激烈言辞。

比如阿森纳球迷组织就表
示，加入欧超联赛将是阿森纳“作
为一家体育俱乐部的死亡”。

这 6家遭到球迷批评的英超
俱乐部，也就是当下加入欧超联
赛的全部英超俱乐部，如今悉数
遭到一边倒的反对，足以见得欧
超联赛有多么不得人心。

海外网站上，也能看到球迷
的骂声一片。有球迷就表示，再
多的强强对话，看多了也会腻，这
只是豪门俱乐部的竭泽而渔。还
有球迷直言，“我会因此停止支持
我的球队。” （综合）

球迷：

和球队划清界限

对于组建欧超联赛的俱乐
部来说，这一新赛事可以让自
家的经济利益得到保障（因为
不存在升降级和参赛资格问
题），但这样的封闭型联赛，无
疑和欧洲长久以来的足球传统
背道而驰。

除了球迷之外，众多足球
圈内人士也对这样的行为愤怒
万分，包括这些参加欧超联赛
的队伍的名宿们。

今年 80 岁高龄的曼联传
奇主帅弗格森就第一时间发
声，“利物浦说他们是人民的
俱乐部，曼联诞生自曼彻斯特
工人之中，而现在他们要进入

一个没有竞争的联赛，他们永
远不会降级。”

红魔老队长加里·内维尔
也表示，“这是彻底的耻辱，完
全出于贪婪，我们处于疫情和
经济危机当中，然而他们的选
择就是自立门户，我希望明天
就扣掉这些球队的所有积分，
让他们掉到积分榜垫底，让他
们挣不了钱，惩罚是必须的。”

前利物浦球员丹尼·墨菲
也认为，即便是对于参赛球员
来说，欧超联赛也完全没有吸
引力，“球员梦想的是夺得那
些他们从小到大看到的那些冠
军奖杯，而不是死气沉沉的欧

超联赛。”
“球员需要的是努力争得

荣誉，但欧超联赛只是一家关
起门来自娱自乐的商店，没有
刺激就没有动力。现在我们已
经看到来自联赛和官方机构的
反对了，接下来我预计球员和
教练也会加入反对之中。”

一片反对声浪，12 家豪门
如何应对？

在丹尼·墨菲看来，欧超联
赛触动的将是欧洲足球的根
基，“这将会摧毁让英格兰足
球成功的整个体系，并让足球
世界伤筋动骨，负面影响可能
长达几代人。”

而面对这样的足坛剧变，欧
洲媒体也普遍站在了对立面。

BBC 就对此发表分析称，
围绕欧超联赛有太多的疑问和
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但外界的
反应就是“彻底的反对”，欧超
联赛想要拿出一个令众人信服
的计划极其困难。

《卫报》则发表批评称，“这
样的计划，只有那些真正仇恨
足球的人才能想得出来。足球
的基础是不同城镇、地区乃至
国家之间的对抗，是一个从上
到下的完整体系，然而欧超联
赛抛弃了这一切。”

（综合）

足坛名宿：这是彻底的耻辱

海棠区：

在趣味运动会中学党史

本报讯（记者 吴合庆）近日，以“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 2021 年海棠区“工会杯”趣

味运动会在海棠区职工文体活动中心举行。来自

全区 36 个机关企事业单位的 295 名运动员及 500

余名啦啦队员参加。

本次趣味运动会共设置 7个项目，分别为打卡

红色经典、我为党旗添光彩、党史真理在我心、实际

行动展作为、党建路上创辉煌、牢记使命勇担当、爱

党初心永不变。参赛选手 5人为一组，通过团体作

战集印花的形式，展开激烈角逐。

“通过举办这次结合党史教育的趣味运动会，

展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

验，激励和动员全区广大职工群众更加积极投身到

自贸港建设实践中来。”此次活动相关负责人黄锐

说，下一步，海棠区总工会将以党史学习教育为抓

手，加强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

坚定理想信念，激励全区广大职工以更加饱满的热

情、更加旺盛的斗志参与到城市建设中来，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百年华诞。

本报讯（记者 吴合庆）4 月 17日，2021 三亚市

吉阳区职工美丽乡村自行车骑游活动举行，300多

名体育爱好者相约大茅远洋生态村，用自行车骑

游的方式了解三亚的田园风光及涥朴厚重的民俗

文化。

活动现场，随着一声号令，由来自吉阳区各

机关、社区和企事业单位组成的骑行大军踏上

征程。路线以大茅远洋生态村为起点，骑行中，

处处绿色盎然，微风在细语，溪水在呢喃，让大

家感受到恬静与舒适，给全体参与者带来心灵

上的放松。

“这次骑行让我的生命旅程又多了一份美好的

回忆。”“90后”“新三亚人”陈女士此次与其他 6名

伙伴参加骑游。她说，三亚有这么美丽的田园风

光，应该多举办骑行、徒步活动，让外地游客和本地

居民切身感受城市之美。

吉阳区：

300多人骑游美丽乡村

骑行美丽乡村，感受美丽风景。 吴合庆 摄

聚焦欧洲超级联赛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