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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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凤凰佳意餐饮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
可证编号：JY24602001417157，现声明作废。
★海南得泉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法人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三亚阿列夫装饰设计有限公司遗失法人章一枚，现
声明作废。

★三亚树宝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证，许可证编号：吉卫公证字【2019】第 0010 号，现声
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减资公告
海南颐舍养生足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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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腾胜禾进出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原注册资

金人民币由壹仟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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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意大利里米尼 6月 1日
电 中国女排 1 日在意大利城市里
米尼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中，鏖战
五局后以 2:3（22:25、25:21、17:25、
25:15、12:15）不敌加拿大队，送给对
手本届世联赛首胜，五场比赛过后
总成绩为3胜2负。

得分方面，加拿大队四人得分
上双，范赖克拿到全场最高的 25
分；中国队队长张常宁得到全队最
高的22分，段放贡献10分。

首局比赛，加拿大开局 11:5 占
先，中国队暂停调整，打出一波 6:1
小高潮，将比分追至 11:12。局末，
加拿大队范赖克扣球成功，中国队
以22:25丢失第一局。

次局开局中国队找回状态，8:2
领先进入第一次技术暂停。暂停归
来，加拿大队拦网屡屡建功，将比分
追至 12:16，随后中国队失误增加，
加拿大队一度将比分追至 18:19。
局末，队长张常宁发挥出色，在攻防
两端都有建树，帮助中国队以25:21
扳回一局。

第三局，中国队启用段放和张
常宁搭档主攻。中国队开局多次失
误，加拿大队范赖克连续得分，中国
队以 3:8 落后进入第一次技术暂
停。中国队换人后效果不佳，攻防
仍受阻，加拿大队拉开比分至 16:
6。随后，加拿大队频频失误，中国
队抓住机会将比分追至 15:19。加
拿大队逐渐稳住阵脚，连续得分，最
终比分 17:25，中国队再失一局，大

比分1:2落后。
第四局，中国队全力以赴，开局

10:4 领先，暂停后加拿大队范赖克
和米特洛维奇进攻起势，比分追至
14:19。局末阶段，中国队连得 5
分，以 25:15 拿下第四局，大比分战

成2:2平。
决胜局开局胶着，双方比分交

替上升，8:8 平后，加拿大队频频强
攻得手，中国队在 10:13 落后的情
况下紧追不舍，张常宁连得 2 分追
至 12:13，随后进攻被拦，加拿大队

把握住机会连得2分，以15:12结束
比赛。中国队大比分 2:3 惜败加拿
大队，这也是加拿大队历史上首次
击败中国队。

北京时间 6月 2日晚，中国队将
对阵土耳其队。

6 月 1 日，中国队球员杨涵玉（右一）在比赛中拦网。当日，在意大利里米尼举行的 2021 年
世界女排联赛预赛第五轮比赛中，中国队以 2 比 3 不敌加拿大队。 新华社发

世界女排联赛

中国女排2:3惜败加拿大队

新华社东京 6月 1日电（记者 王
子江）受到疫情困扰的东京奥运会 1
日迎来重大利好，澳大利亚垒球队当
天清早乘机抵达东京成田机场，成为
最早抵达日本参加奥运会的海外运动
队。

澳大利亚垒球队由 23 名队员和
10名随队人员组成，他们是从新加坡
转机抵达东京的。全队身穿国家队队
服、戴着口罩抵达机场，全体队员看上
去都非常兴奋，对着前来拍摄的记者
的镜头挥手，不过很快她们就被专人
引导，进行了新冠肺炎病毒检测。

澳大利亚队提前 50 多天抵达日
本对于日本组织者来说，是个巨大的
鼓舞，也有着不同寻常的象征意义。
除了疫情因素外，还因为垒球项目自
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后就被取消了
奥运会资格，2024 年巴黎奥运会也不
再是正式比赛项目，对于绝大多数垒
球运动员来说，东京奥运会是她们职
业生涯中唯一的窗口，很可能是她们
参加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奥运会。

据透露，澳大利亚队所有成员在
出发前都已经接种了疫苗并进行了检
测，全队之后将前往距东京100多公里

的群马县大田市的一个体育馆训练。
当地的一家酒店将单独空出一层房间
供她们居住，她们只能在训练场馆和酒
店之间活动，不与当地民众接触。全队
所有人员还将每天接受检测。

澳大利亚垒球队自从 2018 年以
来曾在大田市设立了三次训练营，
与当地民众和学校进行了广泛的互
动和交流，这次奥运前的训练尽管
无法接触到民众，但她们也会与当
地的球队和俱乐部进行一些比赛。
大 田 市 市 长 清 水 圣 义 前 一 天 曾 表
示，能够给澳大利亚队提供支持，他

感到非常自豪。
全队将在 7 月 17 日入住奥运村，

准备参加 7 月 21 日与东道主日本队
的首场小组赛。

自 4 月底以来，日本一直受到第
四波疫情的打击，包括东京在内的紧
急状态不断延期，上周末日本首相菅
义伟宣布，将东京都等 10个都道府县
的紧急状态延长到 6月 20 日。不过，
最近几天日本的疫情明显好转，确诊
人数连续下降，5月 31日，全国确诊人
数下降到了不到 1800人，其中东京都
260人。

新华社堪培拉 6 月 1 日电（记者
白旭 岳东兴）澳大利亚垒球队 1日成
为最早抵达日本参加奥运会的海外运
动队。一些队员们对澳媒表示，延期一
年举办的奥运会给了她们圆梦的舞台。

31 岁的垒球运动员切尔西·福金
表示，女子垒球项目自 2008年北京奥
运会后就不再是正式比赛项目，直到东
京奥运才“冲奥”成功，这给了包括她在
内的一批队员们生涯难得的圆梦机会。

“距离垒球上一次成为奥运比赛
项目已经 13 年了，从个人来说，我非

常感激还能有机会实现儿时的梦想。
这种感觉真的非常特别。”福金近日对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

澳垒球协会首席执行官大卫·普
莱尔斯介绍，球队之所以在 1 日提前
抵达日本，是因为自 2019年获得参赛
资格后，一直没有合练机会。球队此
次将训练营选在了距东京 100多公里
的群马县，计划在奥运会开赛前与当
地职业队进行一系列热身赛。

“我们需要早到，因为在澳大利亚
没有高水平的比赛，而通过这些比赛，

我们才能为争夺奖牌做好准备。”普莱
尔斯对澳广播公司说。他还表示，因
防疫要求，这次的训练备战生活与以
往大不相同。

“我们几乎所有时间都将在一个
酒店的一个楼层内度过，包括睡觉、吃
饭、健身、开会等。我们唯一的外出，
就是从酒店后门出去，前往球场训练
或比赛，然后直接回来。”他说：“我们
不能与当地民众接触……但希望奥运
结束后，我们能向他们说声谢谢。”

澳垒球队的心理师迪·安德森表

示，在疫情下参赛，队员们的经历将是
前所未有的，她将做好各种准备，为队
员们做必要的情绪疏导。

安德森表示，队员们应该坚定信
念，因为她们来参加奥运，不仅是为了
个人目标，也是为了全球的一个积极
的目标。

“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一场世
界范围的庆典了。”她说。

澳女垒 是传统强队，在参加 自
1996年以来的四届奥运会上共获得一
银三铜。

澳大利亚垒球队员 等待奥运13年 期盼圆梦东京

新华社吉隆坡 6 月 1 日电（记者
林昊）世界羽联 1 日在官网上发布消
息，确认西班牙名将马林因伤将无缘
在东京奥运会上卫冕羽毛球女单金
牌。

世界羽联转发了马林当天在社交

媒体上发布的声明。马林说，在经过
检查后，确认自己左膝前十字交叉韧
带和半月板撕裂，她将于本周接受手
术并开始恢复进程。据西班牙媒体此
前报道，马林在训练中受伤。

“这是我必须面对的又一个重大

打击，但我肯定会回来的。”她说，“由
于超出团队控制的原因，过去两个月
的备战变得非常困难，但我们当时很
兴奋，相信我会以最佳状态出战奥运
会，但现在不可能了。”

马林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羽毛球

女单决赛中战胜印度选手辛德胡。马
林在2019年 1月的印尼大师赛女单决
赛中遭受右膝前十字交叉韧带断裂，
但在仅仅 8 个月后就复出，随后赢得
了 6 项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赛事冠
军。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6月1日电
（记者 赵焱 陈威华）巴西总统博
索纳罗1日确认，巴西将成为2021
美洲杯足球赛的举办国，并宣布比
赛将在5座城市举行。

博索纳罗说：“我的所有部长
都同意在巴西举行美洲杯，防疫法
则将参照解放者杯和世界杯预选
赛。”

巴西总统还宣布了举行比赛的
地点是首都巴西利亚、里约热内卢
州、马托格罗索州、戈亚斯州和“另
外一个稍晚些再宣布的州”。

随后巴西民办主任拉莫斯也确
认了美洲杯在巴西举行，并表示所

有比赛将没有观众，每个国家队代
表团最多不能超过65人，而且必须
全员接种过疫苗。

南美洲足联 5月 31日宣布，因
为此前的东道国哥伦比亚和阿根
廷先后宣布放弃举办权，将由巴西
来承办本届美洲杯。巴西国内医
学界专家强烈反对这一决定，甚至
有议员表示，将上诉最高法院，阻
止比赛在巴西举行。

根据巴西卫生部1日晚间公布
的数字，最近 24 小时内巴西全国
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78926 例，
累计确诊 16624480 例；新增死亡
病例2408例，累计死亡465199例。

新华社马德里 6月 1日电（谢
宇智）皇家马德里俱乐部 1日发布
公告，确认意大利教练安切洛蒂时
隔六年后回归“银河战舰”，接替齐
达内出任皇马主帅。

皇马在公告中称，安切洛蒂将
在未来 三个赛季中执教皇 马 一
队。齐达内辞去皇马主教练一职
后，波切蒂诺、孔蒂、阿莱格里等名
帅都曾进入皇马视野，但最终皇马
高层锁定了曾在 2013-2015 年间
执教过 皇马的意大利人安 切 洛
蒂。为了回归皇马，安切洛蒂已与

英超球队埃弗顿和平解约。他将
在2日赴皇马体育城签署新合同。

安切洛蒂在自己首次执教皇家
马德里时曾率领球队拿下四个冠
军，其中便包括皇马俱乐部的欧冠
历史第十冠。由于在其教练生涯
中，意大利人还曾于执教 AC 米兰
时率队两夺欧冠，因此他也与齐达
内和佩斯利一道以三座欧冠奖杯
并列成为欧冠史上夺冠次数最多
的教练；同时他还是不多的曾带领
两支不同球队问鼎过欧冠的教练
之一。

博索纳罗确认：

巴西将成为
2021美洲杯足球赛举办国

皇马宣布安切洛蒂接班齐达内

6 月 1 日，法国队球员博格巴（中）在训练中。当日，法国男足在尼
斯进行赛前训练。备战将于 6 月 11 日开幕的欧洲足球锦标赛。

新华社/欧新

欧锦赛6月11日开幕

法国队积极备战

西班牙羽毛球名将马林因伤无缘东京

本报讯（记者 林林）日前，三
亚市旅文局在市群艺馆启动了三
亚首次反兴奋剂宣传教育巡讲活
动，并与各训练单位签订反兴奋剂
责任书。各区体育工作相关人员、
教练员、各协会项目代表队运动
员、市体校在校学生、管理人员和
科研医务人员等260余人参加。

巡讲活动特邀海南省体育职业
技术学院讲师陈琼夏作专题报告，
通过生动的案例介绍了主动使用兴
奋剂、误服误用兴奋剂、违反行踪信
息管理规定、持有兴奋剂、组织使用
兴奋剂等违规行为的危害及面临的
处罚，详细讲解相关知识。

活动中，三亚市运动员代表庄
严承诺：向兴奋剂说不！作为一名
正在备战今年省少年田径锦标赛
的运动员，三亚市业余体校运动员
高铭斌告诉记者，“此次活动让我
知道身为一名运动员，要时刻注意

‘五品’的使用，因为这些都有可能
导致兴奋剂违规，比如说外出聚
餐、药店买药、网购营养品，甚至是
喝饮料，只要稍稍不留神就有可能
误服误用兴奋剂，我会多多留心。”
同时,他表示，身为一名运动员，将
认真履行反兴奋剂的责任和义务,
保证干干净净拿奖牌，坚决向兴奋
剂说不。

市旅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本
次巡讲活动旨在强化我市备战队
伍的反兴奋剂意识，使全体从业人
员时刻绷紧反兴奋剂这根弦，确保
我市运动员干干净净参加今年的
各项体育赛事。下一步还将通过
发放反兴奋剂宣传资料以及与各
训练单位签订《责任书》的方式，进
一步增强运动员以及教练员等人
员的反兴奋剂意识，压实主体责
任，坚决做到兴奋剂问题“零出
现”、“零容忍”。

三亚首次反兴奋剂宣传教育巡讲活动举行

运动员向兴奋剂说不！

关注东京奥运会
东京奥运会迎来重大利好

澳大利亚垒球队最先抵达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