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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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工会委员会遗失工会法人
资格证正、副本，证号：工法证字第 210200728号，现声
明作废。
★三亚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工会委员会遗失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号：348166335，现声明作废。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明善村民委员会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420001589703,现声明作
废。

遗 失 声 明

报料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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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环境监测站发布 hbj.sany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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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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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龙湾

388创意新城

--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16 日 16:00 至 17 日 16:00）

一级,优

君悦子站 9 42 一级,优

天涯区
抱龙小学 7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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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6 日 18 时，“鸿洲首届彩虹音乐跑”在三亚市鸿洲时
代海岸大象广场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 3000 名身披彩虹
战衣的参赛选手从鸿洲游艇码头出发，用跑玩的方式，解锁
三亚新的全民健身方式。 本报记者 胡拥军 摄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日
前，《万里海疆——中国百名
油画家主题作品展》系列活动
海南站走进三亚市崖州区。
连日来，油画名家用他们手中
的画笔，展示崖州湾、崖州中
心渔港、崖州古城、梅西村等
地的风采。

“这片海真是太美了，特
别适合作写生参照物。”5 月
8日一大早，梅联社区角头湾
迎来一批特别的客人。他们
架起画板，在赞叹美景的同
时，用画笔记录下这片惬意
的景色，欢声笑语回荡在崖
州湛蓝的海天之间。 这里
在干什么呢？原来是《万里
海疆——中国百名油画家主

题作品展》写意油画采风活
动走进崖州，来自中国美术
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等单
位的油画艺术家在现场采风
写生。

5 月 9 日，系列活动走进
崖城（南开）中学，参加写意
油画采风活动的艺术家在学
校举办了“中国写意油画与主
题创作”交流会。当天，他们
与崖州艺术爱好者一起探讨
了艺术创作的灵感和美育教
育的发展。为加强活动参与
者对写意油画的直观认识，艺
术家们在交流会现场展示此
次在崖州区的写生作品，让参
与者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写
意油画的魅力。

新华社北京5月 17日电 国际奥委会
官网16日关注了东京奥运会中国乒乓球
队公布参赛运动员名单。报道称，奥运冠
军马龙将领衔出战，他有望成为奥运会历

史上获得最多金牌的乒乓球运动员。
中国乒乓球队参加奥运会男单项目的

运动员是马龙和樊振东，二人还将搭档许
昕出战团体比赛，P卡（替补队员）为王楚

钦。女子方面，陈梦和孙颖莎参加单打，她
们还与刘诗雯组成了团体参赛阵容，P卡运
动员为王曼昱。首次进入奥运会的混双项
目上，参赛运动员是许昕和刘诗雯。

32岁的马龙已经获得12个世界冠军
和 3 枚奥运金牌。在东京奥运会他有望
创造新的奥运会纪录，成为奥运会历史
上获得最多金牌的乒乓球运动员。

新华社东京 5 月 17 日电（记者王子
江）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反对今年
夏天举办东京奥运会的日本民众比例创
下新高，83%的受访者希望奥运会被取消
或者再度推迟。

根据《朝日新闻》17日头版公布的民
意调查结果，43%的受访者希望奥运会被
取消，还有 40%的人认为奥运会应该再
度推迟，两项相加，相当于反对奥运会今

年举办的受访者达到了 83%。日本民众
对奥运会的支持率达到了历史谷底。

《朝日新闻》的调查是在上周末两天
进行的，调查通过随机拨打电话的方式
进行。该报调查了 3191 人，收到了 1529
个回复，最后支持奥运会按时举办的比
例只有14%。

该报一个月前也做过同样的民意调
查，当时的结果显示，希望奥运会取消的

比例为 35%，希望再度推迟的比例为
34%，意味着反对奥运会如期举办的比例
为69%。短短一个月时间，反对者的比例
上升了14个百分点。

共同社周末也进行了 5 月份的民意
调查，结果比《朝日新闻》的调查结果还
要残酷，高达59.7%的受访者认为奥运会
应当取消。共同社在调查中没有将再度
推迟列入调查选项。

2013年 1月 7日，东京向国际奥委会
提交候选城市的相关文件后，《读卖新
闻》的民调显示，多达 83%的日本民众支
持东京举办奥运会。

由于全国疫情恶化，日本政府 7日决
定，将东京都、大阪府、京都府、兵库县 4
地的紧急状态延长到本月 31日，同时 12
日起将爱知县和福冈县也列入紧急状态
实施范围。

东京奥运会支持率创下新低

国际奥委会关注国乒名单

马龙有望创造新历史

拥抱彩虹 跑出色彩

新华社华盛顿 5月 17日电（记者
王集旻）2021 年奈·史密斯篮球名人
堂 17日宣布，包括昔日波士顿凯尔特
人队球星皮尔斯、前萨克拉门托国王
队巨星韦伯以及“龙王”波什在内的 9
人入选，进入名人堂的正式仪式将在
今年9月进行。

此前在 16日，2020年的篮球名人
堂入堂仪式刚刚结束，包括“石佛”邓
肯、“狼王”加内特以及已经离世的巨
星科比在内的多人正式成为名人堂成
员，去年的入堂仪式因新冠疫情的蔓
延推迟至今年。

今年的名人堂成员皮尔斯在美职
篮征战19个赛季，其中在2008年率领
凯尔特人队问鼎总冠军。波什则是在
2012 年和 2013 年跟随迈阿密热火队
两度获得美职篮总冠军。此外，本年
度名人堂还包括昔日国王队球星韦
伯，他曾经五次入选全明星阵容。

曾经的防守悍将、“大本钟”华莱
士也入选了今年的名人堂，他在 2004
年曾随底特律活塞队拿下当年的总冠
军，职业生涯曾四次获得美职篮“年度
最佳防守球员”奖项。

新华社堪培拉 5 月 17 日电（记者
岳东兴 白旭）美职篮及澳篮协17日宣
布，澳女篮前国手劳伦·杰克逊入选
2021 年美国奈史密斯篮球名人堂，她
是以球员身份获此殊荣的第一位澳大
利亚选手。

澳篮协介绍，这一荣誉足以证明
杰克逊是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之一。
她生涯曾征战美国女子职业篮球联
赛，三次获得最有价值球员称号，七次
入选全明星阵容。

今年40岁的杰克逊还曾加盟中国
女篮职业联赛，并效力过俄罗斯、西班
牙和韩国的联赛。在国际大赛层面，
杰克逊 16岁就入选国家队，帮助澳大
利亚女篮连夺三届奥运会亚军（悉尼、
雅典、北京）。2016 年里约奥运会前，
杰克逊在堪培拉宣布退役。

“我只是来自新南威尔士州的一
个女孩，一直在努力成为自己所能成
为的最优秀的人。如果我的故事激发
了其他人去追求他们的目标和雄心，
那将是我能获得的最丰富的奖项。”杰
克逊说。

杰克逊职业生涯始于堪培拉，16
岁时她获得奖学金前往澳大利亚体育
学院学习，并率领体育学院队获得澳
国内联赛冠军。身高1米 96的杰克逊
此前是澳大利亚女篮的灵魂人物，司
职中锋、大前锋。她在状态巅峰时，是
世界上最优秀的篮球运动员之一。

杰克逊目前已进入澳大利亚篮协
管理层。她曾在本月对当地媒体表
示，相信在中锋坎贝奇的带领下，澳女
篮将在东京奥运会上终结美国队的统
治，让美国女篮保持的奥运六连冠就
此打住。

澳女篮传奇人物杰克逊
入选奈史密斯篮球名人堂

皮尔斯波什韦伯
入选篮球名人堂

新华社柏林 5 月 16 日电（魏 颀）
2020-2021 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
33轮 16 日展开最后两场较量，多特蒙
德客场3:1战胜美因茨，锁定下赛季欧
冠联赛席位；莱比锡主场2:2战平沃尔
夫斯堡，提前一轮锁定德甲联赛亚军，
而沃尔夫斯堡也确定获得下赛季欧冠
联赛的参赛资格。

英格兰小将桑乔和队长罗伊斯延续
了3天前德国杯夺冠时的良好状态，为
多特蒙德本轮联赛获胜立下汗马功劳。
第23分钟，格雷罗接桑乔短传，直接射
门首开记录。上半场比赛即将结束之

际，又是桑乔左路快速横向突破后传中，
罗伊斯抢点射门扩大比分。31岁老将罗
伊斯本赛季状态出色，已经在德甲赛场
完成8次助攻并打进7球，让他重返国家
队并出战今夏欧锦赛的呼声越来越高。

第 80 分钟，替补上场的布兰特将
比分进一步扩大。补时阶段，瑞典前锋
夸伊森主罚点球命中，为已经确定保级
的美因茨扳回一球。这是夸伊森为美
因茨打进的第 30 球，他由此成为美因
茨俱乐部历史上进球最多的球员。

莱比锡在上半场 0:2 落后的情况
下，最终将比分扳平为 2:2。沃尔夫斯

堡的菲利普在第11分钟一记停球后凌
空抽射率先破门。在上半场即将结束
时，他抢点射门再下一城。莱比锡在下
半场展开反扑。第 51 分钟，小克鲁伊
维特接队长萨比策长传，禁区内劲射扳
回一球。第78分钟，莱比锡获得点球，
萨比策一蹴而就。

平局的比分对两队皆大欢喜，莱比
锡领先排名第三的多特蒙德4分，确定
赢得本赛季德甲亚军。沃尔夫斯堡与
多特蒙德同积 61 分，领先身后的法兰
克福4分，也已确定拿到下赛季欧冠联
赛入场券。

新华社巴黎 5 月 16 日电
（记者 肖亚卓）本赛季法甲联
赛的冠军归属悬念将留至最
后一轮！在16日进行的倒数
第二轮比赛中，巴黎圣日耳曼
队主场4:0大胜兰斯队，将与

“领头羊”里尔队之间的积分
差距缩小至1分。

里尔当天主场被圣埃蒂
安0:0逼平，但仍然在争冠上
保有主动权。最后一轮比赛
他们只要客场战胜昂热，就将
自2011年以来首次获得联赛
冠军。而“大巴黎”要想实现
联赛四连冠，一方面要在最后
一轮客场与布雷斯特的比赛
中全力争胜，同时还得寄希望
于里尔这边不能取胜。

排名第三的摩纳哥当天
主场 2:1 力克雷恩，目前在
积分榜上落后里尔 3 分，理
论上他们也有夺冠的可能，
前提是前两位的里尔与“大
巴黎”在最后一轮同时输球，

而自己在最后一轮大胜朗
斯，追上与里尔之间 6 个净
胜球的差距。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本赛
季的法甲冠军争夺都堪称近
10年来最激烈的一次。

“大巴黎”当天主场迎战
兰斯，开场仅10分钟，阿卜杜
勒哈米德禁区内手球染红送
点，内马尔主罚骗过对方门将
将球轻巧打进球门右下角为
主队取得领先。第 24 分钟，
兰斯后防线再送“大礼”，福
克特传球失误被姆巴佩直接
断下推射破门。

下半场，马尔基尼奥斯与
小基恩先后进球，最终将比分
锁定为4:0。

同日，里昂客场 5:2 大胜
尼姆，继续以1分之差位列摩
纳哥之后位居联赛第四，保留
争夺下赛季欧冠资格的希望，
而尼姆则成为第戎之后第二
支确定降级的队伍。

纳达尔第十次问鼎罗马大师赛
斯维亚特克夺女单冠军

油画名家作品展及采风写生活动
走进崖州区

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3轮

多特和“狼堡”确保欧冠席位
莱比锡锁定联赛亚军

法甲联赛

“大巴黎”主场大胜
冠军悬念留至末轮

新华社马德里 5 月 16 日
电（谢宇智）西甲争冠进入白
热 化 ！ 在 16 日 展 开 的
2020-2021 赛季西班牙足球
甲级联赛第 37 轮中，排名前
两位的马德里竞技与皇马各
自取胜，将冠军悬念保留至最
后一轮；主场告负的巴萨则退
出冠军争夺。

马德里竞技本轮坐镇万
达大都会球场迎战奥萨苏
纳。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洛
迪和苏亚雷斯在比赛最后时
刻为马竞连入两球上演逆
转。目前马竞继续以 25 胜 8
平 4 负积 83 分排名西甲首
位，领先第二位的皇马 2 分，
下轮只要取胜便可夺冠。

上半时主队浪费多次机
会，苏亚雷斯的一记近距离射
门击中门柱。下半场，第 75
分钟，奥萨苏纳反客为主先下
一城，布迪米尔小禁区右角头
球攻门，虽然奥布拉克奋力将
球捞出，但视频裁判裁定皮球
已经越过门线。

第 82 分钟，马竞终于攻
破对手大门。费利克斯挑传
洛迪，后者杀入禁区左路劲射
破网，将比分扳为1：1。第88
分钟，卡拉斯科右路传中，苏
亚雷斯点球点附近起脚将皮
球打入球门左下角，为主队将
比分锁定在2：1。

皇家马德里本轮客场挑
战毕尔巴鄂竞技。第 68 分
钟，“白衣军团”获得角球，并
在对方门前制造混乱，卡塞米

罗右路传中，纳乔小禁区边缘
将皮球碰入近角，打入全场唯
一入球，助皇马1：0取胜。终
场前劳尔·加西亚因对裁判判
罚不满被罚下。

目前皇马以 24 胜 9 平 4
负积 81 分排在西甲第二，最
后一轮只有取胜并且马竞打
平或落败才能夺冠。

巴塞罗那本轮主场迎战
塞尔塔。梅西在第28分钟头
球为巴萨取得领先，但塞尔塔
却在第 38 分钟由桑蒂·米纳
禁区外远射将比分扳平。比
赛末段，朗格莱吃到第二张黄
牌被罚下。少一人作战的巴
萨在第 89 分钟遭遇对手绝
杀，米纳将索拉里打在门柱上
弹回的射门补入网窝，并为客
队锁定 2：1 的胜利。本场失
败后，巴萨 23 胜 7 平 7 负积
76分，被榜首的马竞甩开7分
之多，退出冠军角逐。

在当日的几场保级大战
中，阿拉维斯主场4：2击败格
拉纳达，赫塔菲主场2：1战胜
莱万特，两支取胜的球队已双
双脱离危险区；排在积分榜倒
数第一位的埃瓦尔客场 1：4
不敌巴伦西亚，提前降级；巴
拉多利德客场 1：4 负于皇家
社会，落至积分榜第19位；埃
尔切客场3：1击败加迪斯，上
升至第18位；韦斯卡客场0：1
不敌皇家贝蒂斯，与埃尔切同
分，排在第17位。最后一轮，
巴拉多利德、埃尔切和韦斯卡
将争夺最后一个保级名额。

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7轮

马竞皇马保留夺冠悬念
巴萨落败退出冠军争夺

新华社罗马 5 月 16 日电
（黎梦青）男子职业网球选手
协会（ATP）1000 罗马大师赛
16日完美落幕，纳达尔在男单
决赛中战胜宿敌焦科维奇，第
10 次夺得该赛事冠军。斯维
亚特克在一边倒的比赛中，零
封普利斯科娃，成为首名夺得
该赛事女单冠军的波兰人。

这是纳达尔和焦科维奇第
九次在该赛事相遇，彼此十分
熟悉。卫冕冠军焦科维奇开
局不错，率先破发，但是纳达
尔很快调整节奏，通过不断向
对方的反手施压回破一局，接

着在5:5时再度破发对手，7:5
拿下首盘。首盘失利并未影
响焦科维奇的发挥，他用精准
的击球和强有力的正手两度
破发，成功扳回一盘。决胜
盘，纳达尔率先破发并把握住
了第二个赛点，最终以7:5、1:
6、6:3获胜。

相比历时将近3小时的男
单比赛，当日的女单决赛仅用
时45分钟，状态极佳的斯维亚
特克全场打出17个制胜球、仅
5 次失误，以两个 6:0 横扫普
利斯科娃，成为首位捧起该赛
事女单冠军奖杯的波兰人。

◀西班牙选手纳达尔在比赛中回球。新华社发

▲5 月 16 日，西班牙选手纳达尔（右）与塞尔维亚选手焦科维奇赛
后交流。

当日，在意大利罗马进行的意大利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中，西班牙
选手纳达尔以 2 比 1 战胜塞尔维亚选手焦科维奇，夺得冠军。

新华社/欧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