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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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竹森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三亚海东青幼儿园遗失法人章、财务章各一枚，现声
明作废。
★海南秦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乔治遗失三亚棕榈滩东区 7 栋 1802 室收据，房款收
据金额608万元，现声明作废。
★翁彬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460006199208101615，
有效期限：2018.09.14—2038.09.14，现声明作废。
★三亚新概念培优学校遗失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正、副
本，编号:教民4602007000044XX，现声明作废。
★袁美霞遗失三亚中恒建材广场2栋7号保证金收据1张，
编号：LT0000018436，金额：95634.00元，现声明作废。

★三亚乐善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许可证编号：JY24602001641847，现声明作废。
★孙鸿光遗失三亚蓝海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的 报 考 收 据 2 本 ，起 止 号 码 分 别 为 ：
8827901-8827920、8811441-8811460，现声明作废。

海 南 鑫 创 艺 商 贸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91460000MA5TPP3Y41）原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佰万元
减少至人民币贰拾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
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遗 失 声 明

减 资 公 告

海南万冠东升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原注册资金人民币

由壹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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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秦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200MA5RCTQB0G）撤销 2018 年 1 月 12 日成立
的清算组，特此公告。

撤销清算组公告
2014 年 1 月 14 日 08 时，在海

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天涯区水蛟村委

会小鱼温泉路边。捡拾女性弃婴

（弃儿）一名，姓名：吉秋瑛，出生日

期（或者估计年龄）7岁，身体健康。

随身携带物品：未有随身物品。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持有效证件与吉明昌、苏江女

（联系人姓名）联系，联系电话：

18876799350、13627511580，联系地址：海南省三亚市

吉阳区红花村委会新村 19号。即日起 60日内无人认

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三亚市天涯区民政局办公室：0898-88911662

三亚市天涯区民政局办公室地址：三亚市天涯区

凤凰路319号

三亚市天涯区民政局
2021年 9月 2日

寻找弃婴(弃儿)生父母公告

新华社伦敦9月5日电（记者 张薇）2022年卡塔
尔世界杯足球赛欧洲区预选赛5日迎来多场大比分对
决，其中英格兰队4:0送走安道尔队五战五捷；德国
队主场6:0大胜亚美尼亚队，4胜1负领跑J组。

I组“领头羊”英格兰队当日在伦敦对阵安道尔
队，首发11人和上一场相比全都不一样。林加德开
场18分钟后即左脚破门，但“三狮军团”的下一个进
球直到第72分钟才出现。

第一次代表英格兰出战的利兹联射手班福德首
发未能有所斩获，第62分钟时被凯恩替换下场。热
刺大将上场10分钟后即命中点球，而创造点球机会
的是同样替补登场才10分钟的芒特。

第78分钟，林加德一脚低射将比分改写为3:0。
当日刚满20岁的阿森纳小将萨卡随后头球破网，将
比分定格在4:0。

同组的波兰队则创造了更大比分的胜利，他们客
场7:1横扫圣马力诺队之后以3胜1平1负积10分的
成绩暂列第二，落后英格兰队5分。

J组中，坐镇斯图加特主场的德国队开场15分钟
内便由格纳布里连进两球。此后，鲁伊斯、维尔纳在
上半场结束前先后破门，霍夫曼下半场伊始又添上一
分。终场补时阶段，上演国家队首秀的19岁小将阿
德耶米劲射破门，为主队的进球表演画上句号。

不过，亚美尼亚队5轮过后只落后德国队2分，暂
列小组第二。罗马尼亚队当日2:0击败列支敦士登
队后以9分排名第三。

另外，比利时队3:0完胜捷克队，以13分排名E
组第一，足足比第二名捷克队多了6分。威尔士队凭
借贝尔的3个进球3:2险胜白俄罗斯队，以6分暂列
该组第三。

上轮败给瑞典队的西班牙队当日重回胜利轨道，
4:0送走弱旅格鲁吉亚队，暂时以10分领跑B组。然
而，瑞典队在少赛2场的情况下只落后“斗牛士”1分。

欧洲区综合：

英格兰五连胜
德国横扫亚美尼亚

9 月 5 日，西班牙队球员托雷斯（上）攻入球队
第三球。

当日，西班牙队主场以4比0战胜格鲁吉亚队。
新华社/欧新

➡世预赛

巴西阿根廷大战
因阿球员违反防疫规定暂停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9月5日电（记者 赵焱 陈威
华）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南美区巴西与阿根廷队的
比赛5日因4名阿根廷球员入境巴西时没有如实填
写防疫表格而被迫中途叫停，何时重赛还没有确定。

比赛开赛5分钟后，巴西卫生监督局官员进入场
地，要求立刻停止比赛，裁判在卫生监督局和联邦警
察局的要求下决定暂停比赛。南美洲足联随后发表
声明说，由于这场比赛是世界杯预选赛，比赛裁判将
向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提交报告，由国际足联来做
出最终判决。

比赛被迫中止时比分是0:0。国际足联目前仅
表示，根据该场比赛官员的决定，世预赛巴西与阿根
廷的比赛暂停，进一步细节将在适当时候跟进。

巴西卫生监督局要求中止比赛的理由是马丁内
斯、布恩迪亚、塞尔索和罗梅罗四名在英格兰超级联
赛效力的球员入境巴西时没有如实填报个人信息，
在入境巴西前 14天曾停留过的国家或地区一栏没
有填写英国。

按照巴西政府发布的命令，入境巴西前14天曾经
到过英国、南非和印度的人抵达巴西后必须隔离14
天。因此这四名球员既谎报信息，也没有自觉隔离。

巴西卫生监督局在当地时间5日上午曾经发布
命令，要求立即驱逐这四名阿根廷球员。但在南美
洲足联和巴西足协的斡旋下，卫生监督局在开赛前
同意网开一面，特批他们可以参加下午的比赛。

巴西足协代理主席罗德里格斯在比赛被中止后
批评卫生监督局的行为。他表示，赛前参赛双方都
已经接到卫生监督局允许这四名球员参赛的通知。
他说：“卫生监督局违背自己的决定，这是一场举世
瞩目的比赛，为什么要在开赛后粗暴打断？他们完
全可以避免这一切。”

阿根廷队长梅西在裁判宣布比赛中止后回到场
地，与巴西球员和巴西队主教练蒂特交谈，并且询
问：“（卫生监督局）为什么不在更早时候来执法呢？”

新华社北京 9 月 6 日电（记
者 岳冉冉）乒乓球大满贯得主丁
宁 6日在微博宣布退役，同时她表
示自己将进入北京大学攻读体育
专业硕士学位，开启学习生涯。

6 日上午 9 时许，丁宁在微博
发布了退役声明。“今天来北大报
到啦！以后就是北大新生‘学习宁
’了。学海无涯苦作舟，我会继续
加油！未来希望继续为体育事业、
为大家贡献自己的力量。人生有
很多精彩，也会有无限可能。从今
天开始，我的乒乓球运动员生涯就
要画上句号了，未来，我要朝着新
的梦想努力，去挑战新的可能。”

配合文字声明，丁宁还选择了
三张有意义的照片：5岁左右正在
练球的自己、里约奥运会夺得女单
冠军手拿金牌的瞬间、手持北京大
学录取通知书报到的留影。

回顾自己的乒乓球生涯，丁宁
这样总结——

“26年与乒乓相伴，每个瞬间，
我都觉得无比珍贵：5岁开始学打
球懵懂的我，10 岁来到北京逐梦
的我，国际赛场为国征战的我，在
奥运会上收获冠军完成‘大满贯’
的我，在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担任
中国代表团旗手的我……

乒乓球教会我无论是在高峰
还是低谷，‘永远保持一颗勇敢的
心’，追求梦想的道路从来没有‘容
易’二字；没有谁是常胜将军，没有
谁是无坚不摧，当遭遇失败和困境
时，勇敢面对；在几乎崩溃和想要
放弃时，选择坚持，你就一定能够
抵达心中的彼岸。体育精神远不
止输赢。”

在声明最后，丁宁做了致谢，
“感谢中国乒乓球队这个伟大的集
体，感谢一路上教导我的教练们，
以及和我并肩作战的队友们，爱你
们！还要感谢我最爱的家人、可爱
的叮当们（注：丁宁球迷的称呼）、
球迷们，你们的支持和陪伴让我成
为更好的我。”

据悉，丁宁已于 6 日到北京大
学报到，成为该校全日制体育专业
硕士研究生，学制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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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宁退役
叮咛自己
继续挑战

11月 26日，中国选手丁宁在比赛中。
当日，在中国澳门进行的WTT 澳门

国际乒乓球赛女子单打第二日比赛中，
中国选手丁宁以 3比 1 战胜中国选手孙
颖莎。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 摄（资料图片）

李隼、张怡宁眼中的北大新生丁宁：

发扬国乒传统
挖掘更大潜力

丁宁在微博晒出自己的录取通知书。

刘国梁寄语丁宁：

继续发扬国乒精神
点亮自己照亮别人

新华社北京9月 6日电 乒乓球
大满贯得主丁宁6日宣布退役，中国
乒协主席刘国梁送出寄语，他希望
丁宁继续发扬国乒精神，点亮自己、
照亮别人。

谈及对丁宁的印象，刘国梁表
示，一是她赛场上坚忍的意志，另一
个是她赛场下阳光的心态。

刘国梁认为，丁宁在赛场上取得
了非常多的成绩，职业生涯无疑是
非常成功的。在成功的背后，其实
丁宁也曾遇到挫折，无论是 2010 年
莫斯科世乒赛，还是 2012 年伦敦奥
运会，她都遇到过非常大的困难。

“她在面对这些挫折的时候表现
出来的坚韧品质，帮助她不断去战
胜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是她
在赛场上最大的特质。”刘国梁说，
场下的丁宁又非常有亲和力，“无论
什么时候见到她，都是笑着的。她
那种阳光的性格，特别干净，也特别
有感染力。”

刘国梁认为，身为国乒女队队
长，丁宁用自己点点滴滴的言行为
年轻队员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
样。尤其是备战东京奥运会这个周
期，丁宁和球队在一起训练、比赛、
竞争、生活，她对整个球队起到了传
帮带的作用。

刘国梁回忆起丁宁最初向他提
出退役想法时的情景：“她非常伤
心，当时就掉了眼泪。我对她说，特
别能理解她的心情，希望她能在退
役之后做好转型。作为运动员，我
也经历过退役的时刻。我相信丁宁
做出这个决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
的。”

拿到 21 个世界冠军的丁宁，如
今成为北京大学体育硕士专业全日
制研究生。“她作为乒乓人，真正的
乒乓生涯才刚刚开始。”刘国梁说。

他表示，丁宁不仅在中国乒乓球
队和乒乓球项目中，更应该在中国
体育甚至全社会中传递乒乓正能
量，体现自我价值。他认为丁宁有
这方面潜质。

刘国梁说，丁宁选择去北京大学
读书，继续充实自己、丰富自己，是
特别好的一个选择。系统学习一些
理论知识，再结合自己的实践，他相
信丁宁能迎来华丽转身。

“希望丁宁继续发扬国乒的精
神，将她身上那种阳光、那份正能
量，带到她转型之后的学习生活中
去，也希望丁宁能够不断进步，点亮
自己、照亮别人。”刘国梁说。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6 日电
曾荣获21个世界冠军的丁宁6日
宣布结束乒乓球运动员生涯。对
于即将前往北京大学读书深造的
国乒女队前队长，女队主教练李
隼以及同为大满贯得主的张怡宁
提出了发扬国乒优良传统、挖掘
更大潜力的希望。

李隼表示，丁宁给他最大的
印象就是阳光，整个人特别积极，
对待乒乓球特别执着。他回忆起
1997 年第一次见到丁宁时的场
景，“当时国家队去大庆封闭训
练，那时候她刚刚开始学打球，我
们一去集训，他们小孩就没场地
练了。我记得她就爬到一堆垫子
上看我们训练，我对她就特别有
印象，感觉什么都不怕，整个人非
常积极阳光。”

李隼回忆说，丁宁来到北京
队跟着张怡宁、郭焱训练，一开始
总被年纪稍大些的队员说对攻都
打不好，但是“她依旧是乐呵呵，
一点点练习，一点点进步”。到后
来进了国家队，打到世界冠军，整
个人一直都非常有韧性。

“2012年伦敦奥运会到2016
年里约奥运会的那段时间对她的
磨炼特别大，从她每天训练课上
的投入和眼神，都能感受到她的
执着。那种对冠军的渴望，日常
的付出，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
让我在她身上看到了当年张怡宁
的影子。”李隼说。

听闻丁宁退役，张怡宁为她
高兴的同时也有一点不舍。“从丁
宁 10 岁开始，我就带着她打比
赛，那时她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

朋友。我们一起征战了国际国内
那么多的大赛，我看着她一步步
成长，她真的是靠每一个球、每一
场比赛积累的经验，才打到了自
己的巅峰。”张怡宁说。

在张怡宁看来，丁宁性格开
朗活泼，无论做什么事都认真负
责，对事业绝对执着和专注，赢就
赢在了专注上。“丁宁的退役，让
我感觉自己离乒乓球好像也更远
了一些，所以感觉有一些不舍。”

李隼表示，尽管丁宁职业生
涯中也遇到过挫折，但她总能直
面困难，最终取得大满贯，这是她
多年付出的回报，也是她自己精
神的体现。

他认为，丁宁的乐观积极也
一直影响着球队，尤其是她后来
成为女队队长，在日常训练和生
活中，她通过自己的言行，影响和
带动着年轻队员，给年轻队员树
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深知运动员转型的不易，张
怡宁在学习方面为丁宁加油鼓
劲。“都说学习是‘苦读’，不是件
容易的事。而且对于我们来说，
学习和打球是‘两股劲儿’，毕竟
我们的基础没人家厚实，这就需
要丁宁付出更多。希望丁宁接下
来能在不同的领域挖掘出自己更
大的潜力，也许除了乒乓球和体
育领域以外，还有更多更大的潜
力在等她去挖掘。”

“丁宁的乒乓球职业生涯现在
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之后走上
学业这条路，我相信她能走得一如
既往的好，我也会一如既往地支持
她。”张怡宁说。

●丁宁 1990 年 6 月 20 日出生
于黑龙江省大庆市，为中国女子
乒乓球队主力队员，共获得包括
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在内的 21
个世界冠军。她 2003 年进入国家
青 年 队 ，2005 年 进 入 国 家 一 队 ，
2016 年夺得里约奥运会女单金牌
后成就大满贯壮举。2017 年 2 月，
丁宁成为中国女乒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