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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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帝豪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
声明作废。
★三亚建红热带奇异水果农业生态观光园（普通合伙）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200786610109F，现声明作废。

★三亚建红热带奇异水果农业生态观光园（普通合伙）
遗失公章、财务章、合同章、法人章各一枚，现声明作
废。

遗 失 声 明注销公告
三亚南岛风情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拟向三亚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
手续，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华阳兆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原注册资金人民

币由壹仟玖佰玖拾玖万元整减为壹佰玖拾玖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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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胡拥军) 6 月 2日，三亚旅文集团党委
组织 200 余名党员在鹿回头风景区举行庆祝中国共产
党建党 100 周年“永远跟党走”红歌大合唱活动，传承
红色基因，凝聚强大力量。

活动现场，200余名党员身着红黄两色服饰，列队于
鹿回头雕塑下，挥舞着党旗，以饱满的精神，共同唱响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两首经典红
歌。在嘹亮的歌声中，再一次回顾党的光辉历史和丰功
伟绩，表达对党的无限忠诚，抒发对伟大祖国的美好祝
愿，大合唱赢得在场游客的阵阵掌声。

右图：市 旅 文 集 团 党 员 在 鹿 回 头 风 景 区 唱 响 红
歌。 本报记者 胡拥军 摄

市旅文集团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红歌大合唱活动

高声唱红歌 永远跟党走

本报讯（记者 杨洋）6 月 6 日上
午9时，2021中欧国际音乐节暨第四
届“莫扎特纪念奖”国际钢琴公开赛
海南选拔赛在三亚半山海景度假酒
店举行。据悉，这是该赛事成为国际
赛事基金会AAF赛事成员后首次进入
海南。为保证此次比赛的专业性、国际
性，本次比赛评委由学术指导单位三亚
市古典艺术交流协会专家朱佳、朱翼宇
和外籍钢琴家今井真澄组成。

比赛现场，选手们通过黑白琴键
将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认识尽情表达，
即是荣誉的争夺又是艺术的交流。经
过激烈的角逐，比赛最终落下帷幕。获
得此次比赛一、二等奖的选手，将被推
荐代表海南赛区参加中国总决赛，并向

最终的国际决赛发起冲击。
据介绍，本次海南选拔赛的成功

举办为中欧国际音乐节继续在海南发
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赛事组委会将
继续与三亚市古典艺术交流协会合作，
汇集行业优势，开展艺术比赛、艺术交
流、古典音乐会、专业讲座、艺术沙龙等
活动，积极为提高海南的古典艺术水平
发挥作用。

“莫扎特纪念奖”国际钢琴公开
赛自2018年发展至今已经举办至第
四届。因其专业性、国际性，2021年
成为AAF国际赛事基金会的赛事成
员之一，其专业性和国际影响力得到
认证，并受到全球音乐爱好者的广泛
关注。

2021中欧国际音乐节暨第四届“莫扎特纪念奖”国际钢琴公开赛海南选拔赛三亚举行

各路好手进行指尖上的较量

选手在比赛中。本报记者 杨洋 摄

本报讯（记者 黄珍）6 月 4 日晚，
由市旅文局指导、市图书馆主办的“古
典主义和当代中国的并置之美”张奕明
钢琴独奏音乐会精彩上演，青年钢琴演
奏家张奕明演奏了贝多芬、莫扎特、海
顿以及中国当代作曲家葛甘孺、曹光平
的部分经典作品。

张奕明首先为大家带来莫扎特C
大调变奏曲 K.264，该曲创作于 1778
年，以德泽德喜歌剧《尤丽叶》中的咏
叹调“李生睡着了”为主题。他通过精
湛的演奏技术以及细腻的情感处理，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首乐曲柔美的旋
律、调皮的气息以及奇思妙想的变奏，
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接着，张奕明又演奏了海顿F小调
变奏曲，该曲创作于1793年，是海顿第
二次到英国旅游期间，呈现给学生芭芭
拉·普洛耶的作品，既保留着古典乐派
创作的特点，又显示着浪漫乐派的征
兆。张奕明将这首变奏曲情绪的对比、
感情的变化，巧妙地通过纯熟的演奏、
丰富的和声呈现出来，表现了海顿乐观
幽默的性格和从容安详的内心。

张奕明还选取了贝多芬创作于
1802 年的 F大调变奏曲（作品 34），将
乐章中的蓬勃生气、俏皮幽默和愉快
心境淋漓尽致地演绎出来，在场所有
听众都能感受到一股乐观坚定的精神
力量，整场音乐会被推向高潮。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6月
5日晚，崖州湾科技城萤火虫小
剧场第四期环境戏剧《毛孔》在
海滩上演出。剧组就地取材，剧
中大量采用椰子叶、椰子壳、沙
滩等“海南元素”，为戏剧爱好者
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吸引了
400多名观众前来看戏。

据介绍，《毛孔》（暴风雨

版）由曾受邀于国内主流戏剧节
以及世界各地重要戏剧、艺术节
演出的李凝和他的凌云焰团队
创作、演出。该剧受崖州湾科技
城萤火虫小剧场和西岛国际青
年戏剧创作中心邀请，驻地三亚
创作的戏剧艺术作品。

“舒心”“震撼”“奇妙”是
观 看 该 剧 的 很 多 观 众 的 感

受。“戏剧一般都是在室内表
演，第一次在海滩上吹着浪漫
的海风，坐在柔软的沙滩上观
看戏剧，别有一番风味。”在园
区工作的观众梁爽说。

“海南元素和戏剧表演融
为一体，创造出了神奇的视觉
幻象。”观众纷纷表示，在表演
者与观众之间，眼睛和耳朵不

再是剧场的主宰，用毛孔来感
受即刻的温度、湿度与空间，
感觉相当奇妙。

“《毛孔》是阿那亚戏剧节
的演出剧目，但阿那亚戏剧节
的票我没抢到。了解到崖州
湾科技城有演出，就飞过来
了。”从北京专程过来看剧的
冯女士激动地说。

沙滩上表演戏剧既浪漫又奇妙崖州湾
科技城

“古典主义和
当代中国的并置之美”

张奕明钢琴独奏
音乐会三亚上演

新华社伦敦 6月 5日电（记者 张薇）英格兰足
球超级联赛5日公布了2020-2021赛季最佳球员奖
项得主，曼城后卫迪亚斯成为英超历史上第四位斩
获这一殊荣的后卫。

24岁的迪亚斯去年 9月由本菲卡加盟曼城，与
“蓝月亮”阵容实现无缝衔接，为球队实现英超四年
三冠立下汗马功劳。在迪亚斯出战的 32场英超比
赛中，曼城 23场获胜，15场零失球，其中葡萄牙人
送上35次拦截，24次铲断以及23次封堵。

由公众选票结合英超 20支球队队长投票外加
一个足球专家小组的决议，迪亚斯击败曼城队友德
布劳内、曼联中场费尔南德斯、热刺射手凯恩等另
外 7名候选人，成为历史上当选英超最佳球员的第
四位后卫。

在他之前，只有曼联的维迪奇、曼城的孔帕尼
以及利物浦的范迪克作为后卫线球员赢得过这一
奖项。另外，迪亚斯也成为继克·罗纳尔多之后第
二位收获该奖项的葡萄牙球员。

其他奖项评选中，曼城小将福登当选最佳新
秀，曼城主帅瓜迪奥拉获评最佳教练，热刺队拉梅
拉在对阵阿森纳时的一记插花脚进球获选最佳进
球。

新华社巴黎 6月 6日电（记者 肖亚卓）5 日的
2021法网男单第三轮比赛，“三巨头”依然保持着齐
头并进的态势，但是晋级的方式却不同——焦科维
奇与纳达尔均是直落三盘轻松晋级16强，费德勒则
经过三盘“抢七”大战，一直打到接近 6日凌晨 1点
才淘汰德国选手克普费尔。

即将在 8 月年满 40 岁的费德勒是本届法网男
单选手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与克普费尔的这场比赛
被安排在夜场举行。

前三盘双方均打到了“抢七”，费德勒在第一盘
和第三盘获胜，克普费尔拿下第二盘。第四盘比赛
开始时已是凌晨，对老将费德勒来说是对体力极大
的考验。

然而，瑞士“天王”终究还是宝刀未老，他在关
键的第11局完成破发，以6:5来到自己的发球胜赛
局。第 12局，费德勒把握住机会拿下比赛，最终比
分为7:6（5）、6:7（3）、7:6（4）和7:5。

头号种子焦科维奇当天的对手是此前自己三战
三胜的立陶宛选手比兰斯基，塞尔维亚人仅耗时 1
小时 32分钟就以 6:1、6:4和 6:1击败对手，连续第
12 年在罗兰加洛斯打进 16 强，打破了此前由纳达
尔与费德勒共同保持的连续11次晋级法网16强的
纪录。

不过“红土之王”纳达尔当天也打破了一项纪
录，在以三个6:3战胜英国人诺里之后，在法网收获
了103场胜利，超越了费德勒在澳网的102胜，创下
职业网坛在单一大满贯赛事中获胜场数最多的球
员纪录。

女单方面则再度爆出冷门，乌克兰选手、5号种
子斯维托丽娜被捷克选手克雷茨科娃以 6:3和 6:2
横扫，无缘16强。而两位去年的决赛选手——卫冕
冠军、波兰选手斯维亚特克以及美国球员、4号种子
科宁则分别晋级。

前三轮结束后，本届法网女单前十位种子仅剩
下三位，除了斯维亚特克和科宁以外，还有美国老
将、7号种子小威廉姆斯。

据新华社西安 6月 6 日电 中国台球协会 6 日

消息，“一带一路”陕西 2021 中国台协杯（陕旅集
团）全国斯诺克团体锦标赛日前在位于西安市的陕
西网球中心启幕。本次比赛有诸多旅英职业球员
加入，首日比赛中，东道主陕西以及兰州、惠州等拥
有职业球员的队伍旗开得胜。

本次赛事为期5天，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5支
队伍共 105 名精英选手角逐 47万元的总奖金。这
也是中国台协杯全国斯诺克团体锦标赛连续第二
年在陕举办，相比去年，今年的参赛队伍数量有所
上升，更因众多旅英职业球员梁文博、肖国栋、鲁宁
等的回归而备受关注。

中国台球协会副秘书长刘春胜在5日的开幕式
上表示，赛事得到了全国各地体育协会的积极响
应，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陕西打造赛事
强省、营造浓厚的全运氛围注入了强大动力，相信
通过专业赛事的筹备和运营，斯诺克团体锦标赛将
成为中国台球和体育事业发展的有力支撑。

小组赛首日共进行了两个时段的比赛，其中东
道主陕西队范争一、李行与赵心童组成的全职业组
合发挥稳定，以 5:0 轻取宜兴队。兰州、惠州等有
职业球员加入的队伍也纷纷取胜。代表四川队出
战的张健康在对阵大连队的比赛中打出单杆 112
分，成为首日唯一一位破百选手。

法网：

纳达尔、焦科维奇赢球+破纪录
费德勒苦战晋级

曼城后卫迪亚斯当选
2020-2021赛季英超最佳球员

2021中国台协杯
全国斯诺克团体锦标赛西安开赛

6 月 6 日，中国队球员王媛媛
（上左）、姚迪（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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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轮比赛中，中国队以 2 比 3 不敌比
利时队。

新华社发

世界女排联赛：

中国队不敌
比利时队

全国掷球锦标赛
（贵州赛区）开赛

据新华社贵阳 6 月 6 日电（记 者 罗
羽）6日，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比赛活动地
掷球预赛暨2021全国掷球锦标赛（贵州赛
区）在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
县夜郎洞中国掷球基地开赛。来自全国
14个省区市的 200 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和
裁判员参加了开赛仪式。

在贵州赛区的比赛中，第十四届全运
会群众比赛活动地掷球预赛设置塑质地掷
球男子和女子三人赛，大金属地掷球女子
单人连续抛击、女子双人连续抛击、男子准
确抛击，以及小金属地掷球混合三人赛共
3个大项6个小项；全国掷球锦标赛设置大
金属地掷球青年组女子单人连续抛击、女
子双人连续抛击和男子准确抛击 3 个小
项。比赛将持续至6月13日。

掷球运动是双方运动员在各自场地上
用手投掷球的方式进行比赛的运动项目，其
分支项目为塑质球、大金属球、小金属球、
草地滚球、桌掷球和指弹球。

AAF 国际赛事基金会（Alink–ArgerichFoundation），成立于 1999 年，
由国际著名钢琴家玛律塔·阿格里奇（MarthaArgerich）创办，是一个监
督国际钢琴比赛的全球性非营利机构。全球为数不多的大型权威的
国际钢琴赛事能够获得该基金会的认证，包括：波兰萧邦国际钢琴比
赛、英国里兹国际钢琴比赛、美国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以色列鲁
宾斯坦国际钢琴比赛、德国慕尼克国际音乐比赛、比利时伊莉莎白国
际钢琴比赛等国际顶级专业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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