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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樾城投资有限公司向我局报来《三亚市
中 心 城 区 控 制 性 详 细 规 划（修 编 及 整 合）》
HTW-07-05 地块（HTW 为红塘湾片区）规划修
改的申请及概念设计方案，拟将该地块用地性质
由旅馆用地修改为旅馆业混合其他商务用地及
零售商业用地（混合比例为：60%：37%：3%），现
将该规划修改事项及设计方案在网站、现场及公
众号进行公开公示，充分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
具体内容请登录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
http：//zgj.sanya.gov.cn 或搜索我局公众号进行
查看。公示时间为 30 日，如有意见请在公示结
束前反馈我局。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修编及整合）》HTW-07-05
地块规划修改及设计方案征求利害

关系人意见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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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昌宝玩具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JY14602002081193，现声明作废。
★三亚凤凰雄顺五交化商行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三亚昌辉照明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卿丁华遗失三亚中恒建材家居广场户外展厅 A 区
A-02 房 的 铺 面 保 证 金 收 据 1 张 ，收 据 编 号 ：
LT0000055717，金额：28601.5元，现声明作废。

三亚安儿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原注册资金人民币
由壹佰万元整减为壹拾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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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庆遗失土地使用证，证号：第 26 号，现声明作
废。

遗 失 声 明
三亚鑫通游艇服务有限公司原注册资金人民币由

贰仟万元整减为贰拾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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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车海汽车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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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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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区
抱龙小学 8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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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7 月
12 日，以“全民参与 扬帆竞发”
为主题的 2021 年三亚市帆船帆
板公开赛在三亚湾开赛，有 16
支队伍、近 100名运动员参赛。
本次赛事设 OP 帆船、帆板、帆
船知识问答、帆板器材安装等 4
个竞赛项目，分 OP 帆船小学
组、中学组，帆板青少年组、成
年组，帆船知识问答组和帆板
器材安装组等 6个竞赛组别，比
赛采用世界帆联竞赛规则，为
期两天。

开幕式上，裁判代表、运动
员代表分别宣誓。随后，根据
2020 年度积极参加帆船帆板运
动情况，为获得“2020 年度最佳
小水手奖”获奖者颁奖。

本次赛事是 2021 年三亚市
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之一，将立足

三亚优质体育旅游资源，大力推
广沙滩运动、水上运动、户外运
动等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为
打造体育旅游精品赛事，推动三
亚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建设，助
力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贡献力
量。

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几年
来，三亚市大力贯彻落实全民健
身条例，积极推广各项全民健身
运动，三亚市帆船帆板公开赛是
配合三亚市积极发展水上运动、
沙滩运动的一项重要举措，此次
赛事将为三亚市中小学生及帆
船帆板爱好者搭建一个展示自
己的平台。

此次赛事由市政府主办、市
旅文局承办、天涯区旅文局和三
亚市帆船帆板运动协会承办。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近日，天涯区庆祝建党
100周年“唱支山歌给党听”主题歌咏比赛在该区地
下风情街党群服务中心举行。

当天，由天涯区各机关事业单位、各村 (居）委
会选出的参赛选手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精神，把
对党、对国家、对家乡的热爱融入到美妙歌声中。
《再唱山歌给党听》《慈祥的母亲》《祝福祖国》等一
首首以歌颂党、歌颂祖国为主题的经典歌曲在比赛
现场不断唱响，博得现场评委和观众的阵阵掌声。

天涯区有关负责人称，该区举办“唱支山歌给
党听”主题歌咏比赛活动，旨在展示该区党员干部
和广大群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往直前、积极
向上的精神面貌，歌颂美好新生活，唱响爱党主旋
律。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近日，三亚市育才中心
学校举办“三亚市育才黎苗山娃百幅画作庆祝建党
百年画展”，展出该校“银发精英”姜彦美术工作室
及育才黎族、苗族学生的百幅绘画作品，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献礼，向广大市民、游客展
示育才黎苗山娃绘画学习成果。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育才中心学校“学党史、感
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展出老师和孩子们的百幅画
作，表达了育才生态区黎族、苗族师生对共产党和
祖国的感恩之情，反映育才生态区黎苗山娃们好好
学习天天向上的茁壮成长状态。活动中，学生们专
心致志地观看画展，感受艺术气息，陶冶艺术情操，
脸上洋溢着笑容。

“祖国是我家，我爱祖国！”“我爱中国！我爱中
国共产党，我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活动
中，姜彦还带领学生开展《心贴心》活动，给党写句
贴心话，学生们在红色卡片上写下了对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的祝福，字字句句都表达出心中对祖
国、对党的美好祝愿。

据悉，本次画展将持续至7月15日。

天涯：

歌颂美好新生活
唱响爱党主旋律

育才：

百幅画作颂党恩
童心向党爱祖国

本报讯（记者 黄珍）近日，为期
11 天的 2021 年三亚市吉阳区“建党
百年杯”篮球比赛在三亚市康悦体
育俱乐部落下帷幕。在当晚精彩的
冠军争夺战中，三亚悦动体育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代表队以 87:81 击败
海南大喜汽车连锁代表队夺得冠
军。

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社会各界
的 32 支队伍共 384 名运动员报名参
赛，在11天时间共举行了68场比赛。

本报讯（记者 黄珍）近日，由海

棠区总工会主办的“中国梦 劳动美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2021

年海棠区“海棠杯”羽毛球乒乓球比

赛在三亚举行，来自全区 70 家单位

选拔的411名选手参赛。

此次赛事为期两天，共设置七项

比赛，其中，乒乓球赛设男子单打、

女子单打两项；羽毛球赛设男子单

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

和男女混合团体赛五项。

此次赛事为 2021 年“海棠杯”系

列文体活动之一，旨在进一步丰富

党员职工文化生活，增强工会组织

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发广大干部

职工积极投身海南自贸港建设。

本报讯（记者 黄珍）近日，“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吉阳区庆祝建党 100周年文艺下乡巡
演活动在红花村委会落幕。据悉，此次文艺巡演自
6月 25 日起，先后走进了吉阳区红土坎社区、博后
村等 10 个村（居）社区，每场晚会辐射周边多个村
（社区），观看群众超过5000人。

整场文艺演出分为“礼赞新时代”“歌颂党恩
情”“开启新征程”三个篇章。晚会在多民族歌舞串
烧《绚烂多彩的民族》中拉开帷幕，黎族舞蹈《黎苗
儿女心向党》《黎乡椰铃声》、双人对唱《久久不见久
久见》《畅饮共颂党恩情》等民族特色表演，为观众
展现了一幅幅精美的民族风情画卷并表达了对党
百年华诞的祝福；诗歌朗诵《党的光辉放光芒》、舞
蹈《党旗颂》《保卫黄河》《不忘初心》抒发了爱党、爱
国、爱家的情怀。快板说唱《迈进新时代 走进新农
村》、舞蹈《向文明SAY嗨》等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倡
导乡村文明、移风易俗、邻里关爱等，营造浓厚的乡
村文明氛围。

“除了固定节目展演外，每次演出所在村、社区
文艺队伍都会登台演出，如抱坡村的《快乐转刹》、
红花村的《黎乡椰铃声》、南丁村的《黎乡美》等民族
特色舞蹈，以及卓达社区‘候鸟’队伍带来自编自演
的《祖国万岁》等节目都非常精彩。”吉阳区旅文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吉阳：

10场文艺巡演
展现乡村风采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

通讯员 陈宏）历时三天的

2021 全国动力冲浪板锦标

赛 11日在江苏省宜兴市东

氿湖落幕，各组别冠军皆有

归属。海南趣玩水运动有

限公司代表海南出战，队员

董志强、蒋成、张超分别夺

得“男子动力冲浪板环圈竞

速赛”亚军、第四名和第七

名的好成绩。

动力冲浪板是集观赏

性、竞争性和刺激性于一体

的高科技新兴体育项目，各

支国内高水平参赛队队员凭

借娴熟技术、良好心态和稳

定发挥上演了一场场视觉盛

宴。本次比赛设男、女环圈

竞速赛和障碍回旋赛两个大

项，共有来自海南、江西、吉

林、上海等地的16支赛队、

50余名运动员参赛。

海南趣玩水运动有限

公司代表海南参加本次赛

事，是我省唯一参赛的队

伍。比赛中，队员们发挥稳

定，经过多轮激烈比拼，最

终，共有三名入选全国 8

强。队员董志强、蒋成、张

超分别夺得“男子动力冲浪

板环圈竞速赛”亚军、第四

名和第七名的好成绩，又一

次为海南在该系列比赛中

摘得殊荣，为省争光。

全国动力冲浪板锦标赛落幕

海南趣玩水运动队队员获亚军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7 月

12日晚 7时许，一声哨响划破了

夜幕下崖州湾科技城灯光球场

的上空，2021第二届崖州湾科技

城“崖州湾杯”体育文化节篮球

赛正式开赛。本次比赛吸引了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企事业单位

共16支队伍，近200名运动员参

赛。

抢断、三步上篮、后仰投射

……比赛当天，参赛队员们本着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在

灯光球场上你争我抢，挥汗如

雨，充分展示身体技能和篮球水

平。“通过这次球赛，增强了我们

单位的凝聚力，增强了我们团队

的协作能力，丰富了我们的业余

生活。”参赛队员说。

“崖州湾杯”体育文化节篮球赛开打
共16支队伍，近200名运动员参赛

吉阳区篮球比赛落幕

2021年三亚市帆船帆板公开赛展开竞技
设4个竞赛项目分6个组别，16支队伍、近100名运动员参赛

右图：7 月 12 日，2021 第二
届崖州湾科技城“崖州湾杯”体
育文化节篮球比赛中，双方球员
正在争球。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图为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海棠区举办
羽毛球乒乓球比赛

运动员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胡拥军 摄

左图：三亚市帆船帆板公开赛在三亚湾开赛。 本报记者 黄世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