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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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晟通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富加农业投资开发（海南）有限公司原注册资金人民
币由伍仟万元整减为壹佰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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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料热线

监测点

河东

河西

PM2.5

（ug/m3）
O3

（ug/m3） AQI 级别

14

16 73

海棠湾 13

83

三亚市环境监测站发布 hbj.sanya.gov.cn

12

83

鹿回头

76

----亚龙湾

7314创意新城

--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20 日 16:00 至 21 日 16:00）

一级,优

君悦子站 14 73 一级,优

天涯区
抱龙小学 -- -- --

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一级（优）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增强历史自觉
保持战略定力
筑牢信仰之基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 宣

新华社苏黎世 4 月 21 日电
21 日，东京奥运会足球比赛抽签
仪式在苏黎世国际足联总部举
行，中国女足与巴西、荷兰以及赞
比亚同分在F组。

东京奥运会女足比赛共有12
支球队参加，分为 3 组进行小组
赛。除了中国女足所在的F组以

外，E组的球队包括东道主日本、
加拿大、英国以及智利；G组的球
队包括瑞典、美国、澳大利亚与新
西兰。根据规则，每个小组的前
两名以及两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
晋级淘汰赛。

这是中国女足第 6 次参加奥
运会女足比赛，是亚洲球队中参

加奥运会次数最多的女足队伍。
自 1996 年女足成为奥运会正式
比赛项目以来，中国队仅缺席过
2012年伦敦奥运会。

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足的
首场比赛将于 7 月 21 日进行，对
手是传统劲旅巴西队。随后，她
们将分别于 7 月 24 日与 7 月 27

日迎战赞比亚队与荷兰队。
此外，男子比赛的抽签结果

也于当天揭晓。16支参赛队伍被
分成 4 个小组，其中东道主日本
队与南非、墨西哥、法国同处 A
组；B 组包括新西兰、韩国、洪都
拉斯以及罗马尼亚；C组有埃及、
西班牙、阿根廷以及澳大利亚；D

组的球队为巴西、德国、科特迪瓦
以及沙特阿拉伯。

本届奥运会足球项目的比赛
将于 7 月 21 日至 8 月 7 日举行。
其中，女足决赛将于8月6日在东
京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男足
决赛将于 8 月 7 日在横滨国际体
育场举行。

东京奥运会女足分组揭晓 中国与巴西、荷兰同组

新华社苏州 4月 21日电（记
者 岳冉冉 牛梦彤 韦骅）东京奥
运会足球比赛分组抽签 21 日揭
晓。中国女足与巴西、荷兰、赞比
亚同分到F组。主教练贾秀全表
示，全队从即刻起进入奥运时
间。“我们不只是去参与奥运会，
我们还有梦想！”

分组抽签仪式在苏黎世国际
足联总部进行，中国女足在苏州

集体收看了直播。抽签结果为：
日本、加拿大、英国、智利抽入 E
组；中国、巴西、赞比亚、荷兰进入
F组；瑞典、美国、澳大利亚、新西
兰来到 G 组。对于这一结果，贾
秀全表示，事先并没有“避开美
国”的期待值，不管抽进哪个组，
面对哪些对手，都会好好备战。

贾秀全认为，同组三个对手
是三种类型，都很强，都不可小

视。“荷兰世界第三，巴西经验老
到，赞比亚非洲新锐，对我们来
说，认真准备好每场比赛是关
键。比赛不是想出来的，是需要
我们的团队，我们每个人通过付
出和努力拼出来的。”

贾秀全表示，有了对手，就有
了针对性，抽签仪式后，全队将进
入奥运备战节奏，各种详细和严
密的计划、安排、分工都将出台，

包括比赛地的天气、湿度、温度等
细节都会考虑。

根据奥运会赛制，除了每组
前两名，三个小组中成绩最好的
两个第三名同样将晋级八强。针
对网友“女足已经一只脚迈进八
强大门”的说法，贾秀全回应：“正
因为球迷有美好期待，我们更不
敢有丝毫大意，如果想走得更远，
需要做更艰苦准备。”

中国女足将于7月 21日在日
本宫城首战巴西队；7 月 24 日在
宫城对阵赞比亚女足；7 月 27 日
转战横滨，对阵荷兰女足。

“我们不只是去参与奥运会，
我们是有梦想的。”贾秀全说，“姑
娘们也想借东京奥运会舞台展现
自己。我也希望她们能展现出新
一代女足的技术能力、战术能力，
和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女足主帅贾秀全：抽签落定 即刻进入奥运时间

新华社北京 4月 21日
电（记 者 刘 阳）正在乌兹
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进行
的举重亚锦赛当地时间 20
日结束了男子73公斤级的
争夺，里约奥运会冠军石
智 勇 以 打 破 抓 举 世 界 纪
录、平总成绩世界纪录的
表现上演“王者回归”。

里约奥运会后，石智勇
一 直 保 持 很 好 的 竞 技 状
态，男子73公斤级的三项世
界纪录全部由他保持。在当
天的竞争中，因疫情已经一
年多没有在国际赛场露面的
石智勇表现稳健，他抓举三次
试举全部成功，并在第三把以
169公斤打破了自己在2019
年创造的168公斤的抓举世
界纪录。中国队派出的另一

名小将袁程飞则在抓举中取
得155公斤的成绩。

到了挺举环节，霸气十
足的石智勇把其余对手甩
得越来越远，即使袁程飞
三次试举全部“砸锅”也没
有对他造成任何影响。28
岁 的 石 智 勇 在 成 功 举 起
190公斤的杠铃后，又稳稳
地举起194公斤，总成绩达
到了363公斤，这一成绩已
经追平他自己保持的总成
绩世界纪录并锁定总成绩
金牌。挑战极限过后，石智
勇看似腰部不适，最终放弃
了最后一次试举。

土库曼斯坦选手梅里
多夫以 336 公斤收获总成
绩亚军，一位日本选手以 1
公斤之差摘取总成绩铜牌。

举重亚锦赛

石智勇破世界纪录夺冠

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可能这一晚都睡不
好觉了。当然，同样睡不好觉的主席应该不止
他一个。

在 12 家欧洲豪门共同宣布创立超级联赛
仅仅不到 48 小时之后，这个联赛计划可能将
在各方的“弹压”下胎死腹中，就像前几次那
样，尽管这一次，这些豪门俱乐部已经走得很
远。

20 日晚，英超曼城俱乐部率先宣布已经启
动相关程序，将退出超级联赛。数小时后，曼
联、利物浦、阿森纳、热刺和切尔西另外 5 家英
超俱乐部也宣布了同样的决定。

超级联赛 12 家创始俱乐部，数小时内，失
掉“半壁江山”！目前只剩下西甲的皇马、马
竞、巴萨以及意甲的尤文图斯、AC 米兰和国际
米兰。压力，也全落在了这 6 家俱乐部身上。

作为首届超级联赛主席，皇马“掌门人”弗
洛伦蒂诺毫无疑问是最焦头烂额的那一个。
就在 20 日白天接受采访时，他态度还极为强
硬，表示创立超级联赛之举是为了“拯救足
球”，并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有球员因此被禁
止参加国家队比赛。

然而，一天之内形势急转直下。
欧足联当天召开大会，包括欧足联主席塞

弗林、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甚至国际奥委会
主席巴赫等纷纷发声，旗帜鲜明地反对成立超
级联赛。

塞弗林自不必说，成立超级联赛的主要原
因就是豪门俱乐部与欧足联在利益分配方面
存在分歧，针对的也主要是欧足联旗下的欧冠
联赛。塞弗林愤怒地称超级联赛是一项“纯粹
出于贪婪的目的，可耻而自私的”方案。当然，
他也留了一些余地——告诉俱乐部们说“现在
退出还来得及”。

因凡蒂诺也来为欧足联站台，他说：“如果
这些俱乐部非要一意孤行，那他们必须准备好
承担这一选择带来的后果。”

同样到场的还有巴赫，他形容超级联赛
“无视体育的价值，也忽视了疫情下我们真正
的需求”，与塞弗林的态度一样，他也称其也是
一项“纯粹由利益驱动的新方案”。

为什么是英超六强最先退出？这与英国
政府的强硬态度不无关系。英国首相鲍里斯·
约翰逊在多个场合表达了自己对欧足联的坚
决支持，甚至“威胁”称英国将从法律层面对超
级联赛加以限制。

除了自上而下的压力，球员、教练员的反
对声音也不可忽视。不仅有已经退役的名宿
如温格、贝克汉姆、莱因克尔等对超级联赛提
出质疑，甚至连曼城现任主帅瓜迪奥拉也不认
可超级联赛。

当然，还有球迷。
在当天切尔西与布莱顿的英超比赛前，上

千球迷聚集在斯坦福桥球场外抗议超级联赛
计划。甚至需要切赫出面与球迷沟通，才让球
队的大巴入场。比赛还未开始，就已经有英国
媒体纷纷爆料，切尔西已经后悔了！

明面上的反对浪潮已经让这 12 家豪门俱
乐部倍感压力，可以想见，各方在台下的较量
也一定足够“精彩”。

从直接结果上看，欧足联似乎是“斗法”胜
利的一方。至少，没有了英超 6 强，超级联赛
计划几乎宣告破产。在曼城宣布退出后，欧足
联主席塞弗林也对其“悬崖勒马”及时表示了
欢迎，称“承认错误是值得敬佩的行为”。

然而，即便超级联赛计划最终“破产”，也
并不意味着豪门俱乐部与欧足联在利益冲突
上的分歧能马上消失，未来一段时间里，各方
博弈仍将继续。

如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呼吁的那样：
“我们希望一切回归正轨，所有问题都得到妥
善解决。但是一定要在尊重和团结的前提下，
保护各个国家、欧洲以及国际足球的利益。”

(新华社巴黎 4月 20 日电）

欧洲足球超级联赛，卒？
新华社记者 肖亚卓 张薇

近日，三亚凤凰水城
红树湾小区举办书法培
训课，十多位书法爱好者
专心地进行书法练习。

艾 老 师 通 过 最 基 本
的握笔、写字姿势开始教
大家练习书法。学员认
真听老师的讲解，仔细看
老师亲笔示范，一笔一划
临摹，反复练习，劲头十
足。

本报记者袁永东摄

书法培训
活跃文化生活

关注中国女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