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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三房预许字〔2021〕63号《商品

房预售许可证》，批准幸福里项目二期 9#和 11#住宅楼预售，房

屋建筑层数为地上 11-14 层，批准预售建筑面积:8474.37 平方

米，预售套数:76套。该项目位于三亚市吉阳区落笔洞路，不动

产权证书为：琼(2020)三亚市不动产权第 0003661 号，由海南远

达投资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开发

建设单位必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

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商品房预售。

二、该项目预售款监管银行：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光支

行,监管账号:1014 4213 0000 1404。三、该项目批准预售有效期

为3年(即 2021年 7月 20日至 2024年 7月 19日)。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 7月 20日

2016 年 1 月 18 日，邢孔妹在三亚市椰风巷 88
号领养一名女婴(弃儿)，现名莫安然，现已 5 岁。
当时女婴身体健康，身上无携带任何物件，请孩子
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邢孔妹(电
话 18789653813)联系，联系地址：海南省三亚市椰
风巷 88 号，即日起 60 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
法安置。

2021年 7月22日

关于寻找弃婴(弃儿)
亲生父母公告

三亚市商品房预售公告
三房预许字〔2021〕6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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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意香客蛋糕坊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
证编号：JY24602001986277，现声明作废。

三亚天行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原注册资金人民币由
伍仟万元整减为壹仟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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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嘻怡投资有限公司原注册资金人民币由壹仟
叁佰万元整减为叁佰陆拾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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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市盛豪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发票
章、法人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阳光雨露商务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一枚，
现声明作废。
★海南同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遗 失 声 明

2016 年 8 月 20 日，蔡海娟经人介绍，从三亚
市人民医院抱养了一名男婴，婴儿体重 5 斤左右，
身体健康。时间已长久，望孩子亲生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看到此信息，持有效证件与蔡海娟联系
（电话：13876594528），联系地址：海南省三亚市
解放二路 426 号，即日起 60 天内无人认领，孩子
将被依法安置。

2021年 7月 22日

关于寻找弃婴(弃儿)
亲生父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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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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永东）近
日，记者从 2020 首届“鸟瞰视
界”全国航拍大赛组委会获
悉，三亚摄影家蒙明珠选送的
航拍摄影作品《美丽三亚》获
得城市景观类金奖，成为海南
省唯一获得本届全国航拍大
赛金奖殊荣的摄影家。

蒙明珠是中国摄影家协
会会员和海南省、三亚市摄影
家协会会员，退休后，他立足
三亚本土优势，潜心进行摄影
创作，拍摄了大量的城市发展
变迁和风景佳作，全面展示三
亚的城市、生态、山河和乡村
之美，用手中的镜头定格和记
录下三亚在海南自贸港建设
中的精美瞬间与发展成就。
本次参赛他选送的航拍组照

摄影作品《美丽三亚》，从鹿回
头的花开美景，到凤凰岛的晨
曦光影；从海棠湾“国家海岸”
俯瞰大景，再到迎宾路中央商
务区高楼林立，充分展示了南
国三亚的城市之美、风景之
美，发展之美。

据了解，由中国摄影网主
办的 2020 首届“鸟瞰视界”全
国航拍大赛经过3个多月的征
稿，于 2020 年年底截稿，共收
到 4683 名摄影师提交的摄影
作品 37588 幅（组）、短视频
450个。5月底，2020首届“鸟
瞰视界”全国航拍大赛终审评
选工作在北京举行，经由来自
全国各地 13 名航拍领域专
家、著名摄影家参加评选，计
划8-9月举行颁奖盛典。

经过 9 天的角逐，2021 第二届崖州湾科技城
“崖州湾杯”体育文化节篮球赛日前收官。新道
科技队以 4 分的优势险胜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
队，夺得本届篮球赛冠军。

据悉，本次篮球赛由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
局主办，吸引了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企事业单位 16
支队伍 200 名运动员参赛。赛事的成功举办充分
展示了崖州湾科技城广大职工良好的精气神，促
进了崖州湾科技城企事业单位职工之间的交流，
丰富了职工业余生活。

本报记者 陈聪聪 符吉茂 摄

新华社东京 7 月 22 日电（记
者 王恒志 王沁鸥）在因新冠肺炎
疫情延期一年后，第 32 届夏季奥
林匹克运动会 23日在日本东京开
幕。

本届东京奥运会是奥运历史
上首次延期举行，在时隔五年后，
奥运圣火 23日晚在东京奥林匹克
体育场再度点燃。国际奥委会主
席巴赫表示，能走到开幕式这一天

真的不容易，他“心里的石头落地
了”。过去一年来，国际奥委会和
东京奥组委为如期举办东京奥运
会做出了非常多努力，东京奥运会
也增加了大量防疫举措，以确保奥
运会安全、成功举办。

巴赫说，疫情下举办的东京奥
运会将证明，奥运会总是能够让世
界团聚在一起。在东京召开的国
际奥委会第 138 次全会 20 日投票

表决，同意在奥林匹克格言“更快、
更高、更强”之后，加入“更团结”。

东京奥运会共设 33 个大项、
339个小项，包括5个新增项目：攀
岩、滑板、冲浪、空手道和棒垒球，
其中棒垒球是继 2008年北京奥运
会后再度成为正式项目，其他四项
是首次成为奥运会正式项目。

将在开幕式上担任中国体育
代表团旗手的是女排运动员朱婷

和跆拳道运动员赵帅。东京奥运
会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规
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代表团共有
777人，其中运动员431人，将参加
除冲浪、棒垒球和手球之外的 30
个大项、225 个小项的比赛，为境
外参赛小项最多的一届。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表
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总体目标是
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要确保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保持
在第一序列、确保不发生兴奋剂事
件及赛风赛纪问题、确保代表团不
发生疫情传播。

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上，中
国代表团以 26 金 18 银 26 铜排在
金牌榜第三，自 2004 年雅典奥运
会以来首次无缘金牌榜前两位。

东京奥运会将于 8 月 8 日闭
幕。

第32届夏季奥运会今日在东京开幕
新华社东京 7月 22 日电（记者 张寒）

社交能力也是实力。两三天前还以为仅有
一次适应场地训练机会的中国乒协主席、
中国乒乓球队领队刘国梁，在“惊喜”地发
现21日仍有主馆训练之后，又努力请人“匀
出”了22日早上一张比赛球台。

“我临时给大家排了张时间表，每人练
15 分钟，刘诗雯/许昕混双还能再练 10 分
钟。把我们的陪练都带来了，大家一起进
主馆来感受下奥运氛围。两台摄像机也架
起来，拍技术录像，也为大家这难得的奥运
经历留个纪念。”刘国梁盯训练的间隙这样
告诉记者，脸上的笑意仿佛是看孩子玩耍
的家长。

说话间，掐着表从热身场地赶来的许昕
和梁靖崑已经站在了场边，“礼貌”地用眼
神催促激战正酣的两名女将交出场地。

“你占我时段了吧。”刘诗雯开玩笑地质
问许昕。

“这我还是等你赢下这个球才进来的，
让了你1分钟呢。”许昕回道。

这场景令刘国梁不禁莞尔：“平时在家
训练他们都嫌时间过得很慢，这会儿又觉
得快了。”

被“赶”出场地的刘诗雯并未离开，而是
静静地坐在场边。“这就是她有经验了，练
完坐一会儿，感受奥运比赛场馆的灯光、氛
围，也是一种备战。”刘国梁说。

21 日的“意外之喜”原来也是误会，国
乒询问能有几次主馆训练，得到的回复却
讲的是 1、2 号球台的使用时段，这才让 21
日晚的3、4号球台训练机会显得格外珍贵。

态度上重视，情绪上却可以放松下来。
22 日一早，陪许昕和刘诗雯训练的一对男
双组合梁靖崑和崔静磊，输了球被罚钻球
台，还要被胜者揶揄“别给人碰坏了”。“行
吧，我也算钻过奥运球台了！”大家都是会
心一笑。

“练了这两三天，应该说我们的状态越
来越好了。”刘国梁说，“虽然说训练场地比
较分散，路途上有点不方便，但有训练馆训
练，还有主馆的热身场训练和比赛场地训
练，大家都非常珍惜，在努力找节奏。”

“对队员们来说，这是一届有特殊意义
的奥运会，备战了五年，来了之后一起训
练，一起体验，也让我们这个团队更有凝聚
力。”他补充说。

摄影作品《美丽三亚》获全国航拍大赛金奖 第二届“崖州湾杯”
体育文化节篮球赛收官

据新华社东京 7 月 22 日电（记
者 刘阳）里约奥运会冠军石智勇 22
日在结束训练后表示，自己的奥运目
标就是夺得男子举重 73公斤级的金
牌，如果有机会有状态，他可能会尝
试打破世界纪录。

27岁的石智勇在 73公斤级拥有
绝对实力，目前抓举、挺举和总成绩
的三项世界纪录都是由他保持。在
今年 4月的亚锦赛上，石智勇打破了
抓举世界纪录，还追平总成绩世界纪
录，因此，破纪录似乎成为他参加比
赛的“标配”。对此，石智勇沉稳地
说：“参加奥运会还是以夺得冠军为
目标，如果有机会有状态，我可以尝
试一下破世界纪录。”

22 日的训练是中国队抵达东京
后的第三次训练，石智勇表示经过这
几天的适应，自己已经逐渐进入状
态，但是感觉奥运会还是不同于世锦
赛那样的专项比赛，压力在所难免。
五年前在里约夺冠，奥运会的模式也
再熟悉不过，但石智勇仍旧要求自己

“以新人的心态去参加奥运会”。他
说：“在里约时，我还是个新人，没人
关注我。这五年有了一些成绩，受关
注度也比较高。说实话，进了奥运
村，还是会慢慢感觉到无形的压力，
这种压力也许到了赛场会更好地刺
激你、促进你。”

据新华社南宁 7 月 22 日电
（记者 卢羡婷 卢羽晨 叶珊）东
京奥运会体操比赛开赛在即，中
国体操男队、女队先后在东京有
明体操体育馆进行了赛台训练。

“大家都很投入，尽量适应
大赛的气氛和各方面环境，争取
有好的状态迎接大赛。”东京奥
运会中国体操队领队缪仲一说。

当地时间 22 日是女子体操
赛台训练时间，中国队被安排在
午间出场。中国体操女队是一
支年轻的队伍，参加女子团体赛

的芦玉菲、章瑾、唐茜靖、欧钰
珊都是首次登上奥运舞台，21
岁的范忆琳算是队里的老将，她
曾获得两届体操世锦赛高低杠
冠军。

在结束当天的赛台训练后，
范忆琳表示，经过几天的训练和
适应，慢慢到达了竞赛水平：

“今天的赛台、器械都挺适应
的，包括弹性等等，都还是适合
自己的。做好每一天，争取把自
己的状态在25日的比赛中调整
到最好。”

范忆琳曾获得过里约奥运
会体操女团季军。第二次参加
奥运会，范忆琳表示自己成长了
许多。“第一次参加奥运时，没
有比赛经验比较紧张，技术也没
那么熟练。这一次虽然自己的
教练没有跟来，但是领队和教练
们都很照顾我，而且这么多年已
经有一套自己的经验，所以在各
方面也都还好。”

其他几名女队员在当天的
赛台训练中，也都展现出较好的
精神面貌。“走进场地之后，那

种兴奋劲就来了，一下子感觉精
神了，气势、气场就来了，感觉
可以的。”20岁的章瑾说。

在 21 日的男子体操赛台训
练中，中国体操男团也展现出较
稳定的状态。参加男子团体赛
的肖若腾、邹敬园、孙炜、林超
攀和参加单项角逐的刘洋、尤
浩，都有丰富的大赛经验，他们
是 2018 年和 2019 年两届体操
世锦赛主力队员。中国队派出
如此强大阵容，旨在打赢东京奥
运会翻身仗。

“抢”球台、掐表算、坐下备战

国乒适应场地
训练渐入佳境

石智勇：

夺金是目标
尝试破纪录

赛台训练一切正常 中国体操队静待花开

7 月 22 日在东京
车站前的广场上拍摄
的东京奥运会倒计时
电子时钟。

第 32 届 夏 季 奥
林匹克运动会今日在
日本东京开幕。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静候盛会

左图：摄影作品《美丽三亚》组照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