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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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咪遗失三亚中升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
的收款红蓝收据，收据号：0011796，金额 2000元，现声
明作废。
★三亚天涯区博雅幼儿园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60204MJP266460A,现
声明作废。
★三亚天涯区博雅幼儿园遗失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正、副本，证号：教民 146020060316021 号，现声明作
废。

★梁莉遗失三亚中升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定金
收据二份（粉联黄联），编号：0000355 ，金额：2000 元
整，购车合同（黄联、蓝联）二份，编号：0003955，声明
作废。
★三亚吉阳尚岛烤肉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编号：JY24602002008937，现声明作废。

三亚花之叙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原注册资金人民币
由伍佰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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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唯美荟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原注册资金人民币

由贰佰万元整减为伍拾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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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三府函
〔2019〕488号）YK04-08-05地块用地面积约54亩，用
地性质为科研用地（0802，原A35），容积率≤2.0，建筑
密度≤40%，建筑高度≤50米，绿地率≥40%。现按《城
乡规划法》、《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及住建部《关于城乡
规划公开公示的规定》等相关规定要求，对该项目图则
进行公示征求有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具体内容请登录三
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http://zgj.sanya.gov.cn/、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_三亚市人民政府网 http://www.
sanya.gov.cn/sanyasite/yzkjc/yzwkjc.shtml、海南自由
贸易港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http://www.yazhou-bay.
com/index.html 进行查看。公示时间为 30个工作日，
如有意见，请在公示结束前反馈我局。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
2021年 4月 22日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
关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控规

YK04-08-05地块的批前公示

本报讯（记者 吴合庆）4 月 25 日，
2021 赛季男子职业高尔夫重启之战
——三亚精英赛在三亚亚龙湾高尔夫
球会收官。“00 后”叶沃诚打出职业生
涯最低杆 62 杆，低于标准杆 10 杆，实
现个人职业生涯首胜。

据了解，去年受疫情影响，国内各
级别的职业赛事全面停滞。今年，疫情
趋于稳定，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在疫
情防控常态化下举办全国体育赛事的
相关要求，为支持我国选手积攒奥运积
分，全力备战东京奥运会，2021年中国
男子职业高尔夫球赛首场比赛花落三
亚，进军奥运会的高尔夫选手齐聚亚龙
湾，展开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

来自广东东莞 20 岁小将叶沃诚决
赛最后一轮落后 5 杆，位于第三位，四
轮交出 266 杆，低于标准杆 22杆，取得
2 杆胜利，他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00
后”职业冠军。江西上饶 40 岁选手黄
文义在最后三个洞抓到 2只小鸟，打出

69杆，以低于标准杆20杆的 268杆，单
独位于第二位，与冠军失之交臂。中国
香港 27岁选手黑纯一从三号洞三柏忌
反弹回来，打出68杆，以低于标准杆18
杆的270杆，获得单独第三。

叶沃诚参加过 2017 年首届青少年
总统杯高尔夫球赛，在完成佛罗里达大
学二年级学业后于去年转为职业选
手。叶沃诚获得冠军奖杯后，难掩内心
激动，亲吻了奖杯。“我心情非常激动，
因为这是我转职业之后的第一场胜
利。三亚具有优越的气候以及天然草
场环境，虽然比赛中果岭给我造成了不
小挑战，但是我在适应之后，每一轮都
有进步，非常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叶
沃诚说，他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继续加
油，争取拿到东京奥运会的入场券。

右图：叶沃诚获得中巡首冠，激动
地亲吻奖杯。

本报记者 吴合庆 摄

2021赛季男子职业高尔夫三亚精英赛收官

叶沃诚最后一轮逆转 职业生涯首胜即夺冠
争取拿到东京奥运会“入场券”

新华社广州4月25日电（周颖 郑一熙）国产动
漫品牌“猪猪侠”第六部动画电影《猪猪侠大电影·
恐龙日记》将于5月1日起在全国上映。

该片讲述电影主角“猪猪侠”和搭档阿五为了
打造全宇宙最受欢迎的恐龙博物馆，前往恐龙世界
调查。“猪猪侠”不小心失踪，阿五在寻找“猪猪侠”
的过程中，结识了小剑龙牙牙、普猴花生和鲨齿龙
利爪，并与它们一同战胜敌人食肉龙，顺利找到“猪
猪侠”的故事。

始于 2005 年的“猪猪侠”系列动画作品由广东
咏声动漫出品。“猪猪侠”是一只出生于边境村镇、
生活安逸的小猪，它个性调皮、乐观、富有好奇心，
其正义勇敢、守卫梦想的形象深受儿童观众喜爱。

“猪猪侠”相关动画作品曾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
程”奖、上海“白玉兰”奖等。

依托于“猪猪侠”电视动画片的观众基础，自
2012年以来，咏声动漫已推出五部“猪猪侠”系列动
画电影，在海内外多个地区的院线及新媒体平台上
映。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猪猪侠”品牌已由电视
动画拓展到电影、舞台剧、主题乐园、文创、衍生品
等多个产业领域。

影片制片人赵健朝在广州举办的首映礼上介
绍，在剧本创作讨论会上，团队留意到喜欢看“猪猪
侠”的小朋友十分向往恐龙世界，于是以恐龙为原
型进行了电影创作。团队用3年时间对故事内容进
行深化创新，以打造一个“猪猪侠”的电影宇宙。

影片总导演钟裕说，此次动画电影除了采用
“猪猪侠+恐龙”双 IP的形式外，还加上了人气角色
“超星萌宠”阿五。“猪猪侠”和阿五不断克服困难，
挑战自我，收获成长。影片希望以这样的角色设
定，向成长道路上自我怀疑、不自信的小朋友，传递
认知自我、探索自我、突破自我的勇气。

“猪猪侠”第六部动画电影
五一全国上映
打造“猪猪侠+恐龙”双IP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记者 刘阳）举重亚锦
赛于乌兹别克斯坦当地时间24日结束了女子87公
斤级和男子 109 公斤级比赛，中国女将汪周雨以
286 公斤收获总成绩金牌，老将杨哲摘取总成绩铜
牌，其中抓举打破了世界纪录。

在男子 109公斤级比赛中，2019年世锦赛总成
绩铜牌得主杨哲完美发挥他的抓举长项，在第三次
试举中以200公斤打破了199公斤的世界纪录。

在这个级别中，里约奥运会冠军努鲁迪诺夫挺
举更胜一筹，杨哲在挺举只成功了一把，最终以挺举
215公斤、总成绩415公斤过早退出竞争。东道主选
手努鲁迪诺夫在最后一次试举以241公斤打破挺举
世界纪录，从而以429公斤夺得总成绩金牌。他的
同胞德鲁拉耶夫以 1公斤之差屈居总成绩亚军，杨
哲收获总成绩铜牌。

中国队派出汪周雨和康月两位选手参加女子
87公斤级比赛，由于此次亚锦赛也是中国队内的奥
运资格选拔赛，因此两人“拼抢”激烈。在抓举第三
次试举中，30岁的康月率先举起 125 公斤，但因屈
肘被判犯规，汪周雨则成功举起126公斤。

到了挺举比赛，两人竞争进入白热化。全国冠
军康月在第一次试举中腰伤复发，当她在最后一次
试举拼尽全力举起 155公斤时，在场之人无不为她
动容。2019年世锦赛冠军汪周雨在最后一把成功举
起160公斤，从而以286公斤夺得总成绩冠军。康月
以273公斤收获总成绩银牌。

本报讯（记者 吴合庆 黄世烽）在“五一”国际
劳动节”即将到来之际，4月 24日，由三亚市天涯区
总工会主办的天涯区 2021年职工运动会系列活动
在三亚技师学院正式开幕。来自全区各机关 26个
单位的400余名运动员及拉拉队员参加了开幕式。

本次职工运动会系列活动持续一个月，有趣味
运动会、羽毛球、乒乓球、跳棋、五子棋5个项目，全
区共有38支参赛代表队500余人报名参赛。

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了本次运动会系列活
动首项比赛——趣味运动会，共进行了“信念坚定
炸碉堡”“万众一心跟党走”“鼓动人心忠于党”“砥
砺前行共担当”“同舟共济新征程”等5个小项目。

选手在比赛中。本报记者 吴合庆 摄

天涯区职工运动会开幕

本报讯（记 者 胡 拥 军）4 月
22 日晚，2021 年第一届旅文“企

业联合杯”篮球赛决赛暨闭幕式
在三亚小飞人篮球场举行，为期

一个多星期的篮球赛正式落下
帷幕。三亚旅文集团代表队一
路 过 关 斩 将 ，从 一 场 又 一 场 的

“厮杀”中坚持到了最后，获得本
届比赛的冠军。

据了解，本次篮球赛共吸引
9 支市属国企队伍共 120 余名队
员报名参赛。其中，北京城建六
集团代表队作为特邀队伍参加
本次比赛。

当天的决赛在三亚旅文集团
和三亚农投集团之间展开。双
方运动员在场上你追我赶，丝毫
不松懈；场下观众摇旗呐喊，振
臂 高 呼 ，为 自 己 的 队 伍 加 油 助

威。前三节农投集团始终领先，

最 多 时 ，领 先 优 势 达 到 13 分 。

最后一节，旅文集团一分一分追

平比分，比赛进入白热化，每一

分都显得尤为关键。第四节开

始时，双方比分一度僵持不下，
最终，旅文集团凭借顽强的毅力
以 55:54 一分险胜农投集团，获
得了本届比赛的冠军。

本次比赛由三亚市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办，三亚旅游
文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办，三
亚市天涯国际文化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执行。

2021年首届旅文“企业联合杯”篮球赛闭幕

三亚旅文集团逆转夺冠

举重亚锦赛汪周雨夺冠
杨哲打破世界纪录

新华社柏林 4 月 24 日
电（魏颀）2020-2021赛季德
国足球甲级联赛第 31轮 24
日展开 5 场较量，拜仁慕尼
黑客场 1:2 爆冷负于美因
茨，未能在当日提前夺冠。
一度十人作战的多特蒙德客
场 2:0 击败沃尔夫斯堡，距
离欧冠席位区更近一步。

拜仁在积分榜上领先排
名第 2 的莱比锡10分，只要
在本轮获胜，就能提前锁定
德甲冠军。但面对为保级而
战的美因茨，拜仁全场比赛
表现平庸，遭遇本赛季第4场

失利。比赛刚开始3分钟，美
因茨的伯卡特在禁区弧内转
身劲射，诺伊尔扑球有误，皮
球应声入网。第37分钟，夸
伊森在任意球机会中头球
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

中场休息时，拜仁主帅
弗利克同时换上三名球员，
但此举并未奏效，仅在补时
第4分钟因美因茨后卫回传
失误，本场比赛伤愈复出的
莱万多夫斯基才抓住机会
打进了本赛季个人第36球。

美因茨收获三连胜，在
保级路上大踏一步，积 34

分排名第12。
多特蒙德前锋哈兰德独

中两元，为球队 2:0 战胜沃
尔夫斯堡立下头功。第 12
分钟，沃尔夫斯堡的巴库回
传队友失误，哈兰德拿球直捣
龙门，一蹴而就。此后，沃尔
夫斯堡在场上占据优势，但未
能制造出有威胁的射门机会。

第59分钟，多特蒙德中
场贝林汉姆得到第2张黄牌
而被罚下场。人数占优的沃
尔夫斯堡攻势更旺，但却在
第68分钟被多特蒙德反击得
手：哈兰德在中圈拿球，长途

奔袭至禁区后劲射入网，将
比分定格在2:0。

在另一场积分榜上游球
队之间的对垒中，勒沃库森
3:1战胜法兰克福。本轮过
后，欧冠席位争夺战愈演愈
烈。沃尔夫斯堡和法兰克福
仍然分列第3和第4，身处欧
冠席位区，但分别领先排名第
5的多特蒙德仅2分和1分。

同日，柏林联合的芬兰
前锋波赫扬帕洛上演“帽子
戏法”，帮助球队3:1战胜不
来梅。弗赖堡和霍芬海姆
1:1握手言和。

拜仁爆冷负于美因茨
十人多特战胜“狼堡”新华社伦敦4月24日电（记者 张薇）切尔西24日

客场1:0小胜同在伦敦的西汉姆联，从而与对手拉开3
分距离，暂列英超第四。利物浦在领先了几乎整场的
情况下被纽卡斯尔联扳成1:1平。

切尔西上半场结束前凭借维尔纳的推射打破僵
局。本赛季以来表现强势的西汉姆联直到下半场才
第一次击中门框范围内，但最终未能改写比分，而且
第81分钟巴尔武埃纳还因对切尔西后卫奇尔韦尔犯
规直接领到红牌下场。

不过，本场失利的西汉姆联还是领先第6名利物浦
1分。卫冕冠军当日开场仅3分钟就由萨拉赫转身凌
空抽射力拔头筹，但派上若塔、菲尔米诺、萨拉赫和马
内一起首发的“红军”之后浪费多次机会，结果被纽卡
斯尔联在终场补时第5分钟由威洛克禁区内接队友头
球摆渡推射将比分扳平。

利物浦主帅克洛普赛后难掩失望之情。他表示，他
们简直不能创造更多或是更好的机会了，但竟然没有拿
下比赛。德国教头坦言，如果接下来的比赛“红军”还是
这个状态，那下赛季的欧冠联赛大概是没希望了。

切尔西胜劲敌 利物浦遭扳平

英超

比赛激烈进行中。（三亚旅文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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