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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南滨九年一贯制学校项目地块规

划调整属于一般调整，我局已委托雅克设计有限公司对

YK09-02-04、YK09-02-05地块规划调整的必要性进行

论证，现按《城乡规划法》、《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住建

部《关于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的规定》对该项目规划调整依

据及必要性论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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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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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6日

关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控制性详细
规划》YK09-02-04、YK09-02-05
地块规划调整必要性论证的公示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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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保平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20003290101，现声明作废。
★三亚彭业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
声明作废。
★海南酒满仓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14602000062976，现声明作废。

★海南遨辰旅游有限公司遗失三亚巨源旅业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的实地·三亚海棠之星房款收据一张，收据
号：0001766，金额：16810000元，现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注销公告

三亚无忧出行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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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驰阳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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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销 公 告 减 资 公 告

鉴于三亚市公共安全抢险救援训练基地项
目属公共服务设施，2021年第三次市规委会审
议同意将三亚数学论坛片区控规C-01地块进
行规划修改。根据《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有
关规定，依法予以公示，向社会公众征求意
见。详细内容请登录（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网站 http：//zgj.sanya.gov.cn）查询，联系电
话：88253539。请于 2021 年 7 月 14 日前以书
面、电子邮件等形式进行反馈，逾期我局将视
为无意见。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 6月15日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三亚数学论坛片区控规C-01

地块规划修改的社会公示

新 华 社 迪 拜 6 月 15 日 电
（记者 苏小坡）2022年卡塔尔世
界杯亚洲区第二轮预选赛（40 强
赛）A组赛事15日在阿联酋沙迦
体育场举行，中国队3:1战胜叙利
亚队，以小组第二晋级12强赛。

就在赛前，由于竞争对手的
失利，中国队已基本确定出线。

上 半 场 ，国 足 占 据 场 上 主
动，多次制造有威胁进攻，叙利
亚队守门员发挥出色，做出几次
关键扑救。第 43 分钟，武磊前

场断球后斜塞入禁区右路，张稀
哲面对门将抽射入网，中国队 1:
0领先。

下半场，第 50 分钟，叙利亚
队阿奥斯曼利用国足后防传球
失误，在禁区内接队友回传推射

入网，迅速扳平比分。第 69 分
钟，武磊在前场断球后突入禁区
被对方门将绊倒获得点球，他自
己主罚命中，中国队 2:1 再次领
先。补时阶段，尹鸿博右路下底
传中，张玉宁中路接应推射入

网，为国足3:1锁定胜局。
本场获胜后，中国队 8 战 6

胜 1 平 1 负积 19 分，以小组第二
身份从 40强赛出线。2022 年卡
塔尔世界杯亚洲区第三轮预选
赛（12 强赛）将在今年9月举行。

3:1战胜叙利亚 中国男足晋级12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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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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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察单位

三亚市水务局、三
亚市农业农村局、
三亚市林业局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三亚市商
务局、三亚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

三亚市教育局、三
亚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三亚市民政局

三亚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三亚市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局、三亚市人民政
府政务服务中心

值班电话

0898-3229
0830

0898-3229
0075

0898-3100
1422

0898-3100
2420

巡察接访室

三亚市天涯区
三亚湾红树林
度假世界木棉
酒店A栋11楼

1119房

三亚市天涯区
三亚湾红树林
度假世界木棉
酒店A栋12楼

1219房

三亚市天涯区
三亚湾红树林
度假世界木棉
酒店A栋15楼

1519房

三亚市天涯区
三亚湾红树林
度假世界木棉
酒店A栋16楼

1619房

邮政信箱

海南省三亚市
A054号邮政信

箱
收件人：高中哲

海南省三亚市
A055邮政信箱
收件人：李艳

海南省三亚市
A056邮政信箱
收件人：谢香聪

海南省三亚市
A057邮政信箱
收件人：李姨

电子邮箱

San-
yaxc1z@
163.com

sanyax-
cz2@163.

com

sanyaxc2@
163.com

swd-
sxc444@
163.com

群众意见箱地址

三亚市水务局：三亚市天涯区新风街42号水务局办公大楼一楼大厅左侧政务公
开栏旁。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三亚市迎宾路285号市房地产服务中心大楼九楼（三亚市农
业农村局）楼梯拐弯处。
三亚市林业局：三亚市吉阳区凤凰路146-2进市林业局大门右侧一至二楼楼梯
口。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亚市吉阳区河东路182号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大
门左侧。
三亚市商务局：三亚市文明路145号市人民政府第二办公楼8楼A区办公室拐
角处。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三亚市凤凰路212号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楼一楼大
厅右侧。

三亚市教育局：三亚市吉阳区河东路60号三亚市教育局办公大楼一楼左侧楼梯口。

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三亚市解放三路546号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楼大门

左侧。

三亚市民政局：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285号房产交易中心15楼三亚市民政局会议室

门口。

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三亚市海润路33号市旅文局大门右侧和办公室
楼道右侧；市民游客中心门口右侧。
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三亚市吉阳区新风街259号市政务中心一楼大
门对面。
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三亚市吉阳区月川中路2号市发改委办公楼一
楼通道右侧；三亚市天涯区文明路145号市政府第二办公楼10楼电梯口
处；三亚市天涯区凤凰路323号粮食储备库大门口右侧；三亚市吉阳区河东
路80号市价格认证中心外墙楼梯口左侧；三亚市解放二路360-17号三亚
市信用信息中心大门左侧；三亚市天涯区文明路市政府第二办公楼10楼通
道门口右侧；三亚市凤凰路139号三亚市军粮供应站军粮营业室大门口左
侧。

七届市委巡察“回头看”进驻一览表
进驻时间：2021 年 6 月 7 日-2021 年 8 月 7 日

6 月 15 日，法国队球员姆巴佩（左）与德国队球
员胡梅尔斯拼抢。

当日，在德国慕尼黑进行的欧洲足球锦标赛 F
组的比赛中，法国队以 1 比 0 战胜德国队。

新华社/欧新

6 月 15 日，葡萄牙队球员克·罗纳尔多庆祝攻
入球队第二球。

当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进行的欧洲足球锦
标赛 F 组的比赛中，葡萄牙队以 3 比 0 战胜匈牙利
队。 新华社/欧新

欧洲杯镜头

明日赛程
●6月18日0时 丹麦VS比利时

●6月18日3时 荷兰VS奥地利

●6月18日21时 瑞典VS斯洛伐克

据新华社迪拜 6 月 15 日电
（记 者 苏 小 坡）在战胜叙利亚队
后，国足主帅李铁在赛后新闻发
布会上说，国足备战 12 强赛，将
尽量安排高水平热身对手，只有
跟强队交手才会真正成长。

李铁表示，本场比赛的胜利
送给在此前赛事中受伤的国足
队员明天和所有球迷。

“这不是一场轻松的比赛，我

很满意球员在场上表现出的顽
强斗志和精神，大部分时间掌控
了比赛并创造了很多机会，如果
比分是 2:0 会更开心”，李铁说。

谈到国足在下半场因为后防
失误的丢球，李铁表示，叙利亚
队是非常有实力的对手，比赛中
出现失误很正常。“我们这样水
平的比赛打得太少，国足希望能
尽量安排高水平热身对手，多参

与 高 质 量 比 赛 ，只 有
与 12 强比赛水平的强
队交手，这支队伍才会真正成长
起来”，李铁说。

本场比赛为国足首开纪录的张
稀哲，赛后被评为本场最佳球员。

张稀哲表示，本场比赛展示
了国足的求胜欲望，队员们贯彻
了主教练赛前布置的战术要求，

“是踢得非常好的一场比赛”。

只有跟强队交手
才会真正成长

久违了，一场让中国球迷可以高
呼“痛快”的比赛——北京时间16日凌
晨，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第
二轮预选赛（40 强赛）A 组的收官战
中，国足 3:1 战胜叙利亚队，以小组第
二晋级12强赛。

国足在失去“主场优势”、经历长
途旅行和赛程变更等外部不利因素影
响下，踢出了精气神，完胜本组最强对
手叙利亚队，昂首出线，实属不易。

本场比赛，武磊继续担当为国足
攻城拔寨的重任，打入被扳平后再次
超出比分的关键进球。40强赛8轮比
赛，武磊场场首发，贡献了8粒进球和
3个助攻，堪称国足的“真大腿”。

作为目前国足阵中效力欧洲联赛
的“独苗”，最近两年武磊在俱乐部的
境遇其实并不好——上赛季西乙联
赛，他仅仅打入2粒进球，还经历了长
时间的进球荒。

一时间，不少“武磊应该回国”的
声音开始出现，而武磊这次40强赛的
表现，足以反驳这种论调。

不难发现国足最近几场比赛，武
磊在场上的节奏与意识，其实是高出
了场上大部分球员一个层次，这对国
足来说是一种难得的“升维打击”武
器。同样有着旅欧经历的主帅李铁当
然看得清清楚楚，因此国足近三场比
赛变阵很多，但武磊的位置始终无人
可撼。

“武磊在西班牙的进步是显而易
见，如果我们有20-30名球员在欧洲，
我还有什么发愁的呢？”

李铁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的这番
话值得深思。事实上，与叙利亚队这
场比赛，除了武磊，打进另外两球的张
稀哲和张玉宁都有在欧洲俱乐部效力
的经历。国足唯一一次出线的2002年
世界杯预选赛，后防顶梁柱范志毅和

中场发动机马明宇，也都在欧洲踢球。
过去十年，由于中国的职业联赛

经历了资本繁荣，球员工资大幅飙升，
国内和国外待遇的“剪刀差”让留洋在
商业上几乎无法实现。但还是有武磊
和张玉宁等人，在有识之士的运作下，
冲破了重重阻力“走出去”。

此番国足晋级12强赛，他们应该
得到人们的敬意。

中国足球不能“闭门造车”，更多
的人“走出去”的意义，不仅仅局限在一
场或一届比赛成绩的受益。“留洋”是一
场孤独的远征，除了球技长进，意志的
锤炼，视野和思维都会得到全面的提
升。归来后，无论作为球员、教练还是
管理人员，对中国足球都是长期的宝贵
财富。李铁不也正是一个例子吗？

中国足球，无论再难，也要坚持
“走出去”。

（新华社广州6月16日电）

中国足球无论再难也要“走出去”
新华社记者 王浩明

关注世预赛亚洲区40强赛

李
铁

6 月 15 日 ，
中国队球员张玉
宁（右）进球后与
队友吴曦庆祝。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