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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等有关规定，现将《亚龙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暨城市设计》环境影响评价事

宜公告如下：

公众可以通过网络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

并获取公众意见表，详情请登录 http://zgj.

sanya.gov.cn/。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

日内，公众可通过信函、电邮、电话等方式反馈

意见。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 10月 15日

亚龙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暨城市设计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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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源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3张，发票代码：4600162350，发票号码：00457041，金
额：1306575元；发票号码：00411980，金额：302295元；
发票号码：00411955，金额：100000元，现声明作废。
★三亚蓝胖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各一
枚，现声明作废。
★三亚中裕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内蒙古搭顺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遗失财
务章、发票章、法人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 于 元 国 遗 失 三 级 轮 机 长 证 书 ，证 书 号 ：
3706321964121269X9，现声明作废。
★ 严 祥 伟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
362523198903064817， 有 效 期 限 ： 2015.01.23—
2025.01.23，现声明作废。

聚乾（海南）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注册资金人
民币由叁仟万元整减为伍佰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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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遗失声明

鉴于三亚海警局天涯工作站项目属于公共
服务设施项目。2021 年第六次市规委会审议
同意将《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
编及整合）》DBH-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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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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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8日

关于三亚市中心城区控规
DBH-19-01地块规划修改

的社会公示

鉴于三亚海警局吉阳工作站属于公共服务
设施项目。2021 年第六次市规委会审议同意
将《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
整合）》HS0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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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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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8日

关于三亚市中心城区控规
HS03-25地块规划修改

的社会公示

新华社雅典 10 月 19 日电
（记者 肖亚卓 于帅帅）19日，北
京冬奥会火种在希腊首都雅典
的帕纳辛奈科体育场，由希腊奥
委会交接给北京冬奥组委。北
京冬奥组委特别代表——北京
冬奥组委副主席于再清从希腊
奥委会主席斯皮罗斯·卡普拉
洛斯手中接过了火种。

“2008 年 3 月 30 日，我们在
这里接过北京奥运会的火种，
并与全世界人民一道，举办了
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13 年
来，我们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
神，积极推广奥林匹克文化，传
播奥林匹克知识，中国奥林匹

克 运 动 实 现 了 极 大 发 展 。 此
刻，我们又将接过北京冬奥会
的火种。承载着奥林匹克精神
的火种，将再次在长城内外展
示传递，在中国大地上绽放和
平和友谊的光芒！”于再清在当
天的致辞中表示。

当天的仪式从中午 12 时许
开始，按照惯例，先升旗并奏响
奥林匹克会歌、中国以及希腊国
歌，在现场进行演奏的是希腊著
名的雅典爱乐乐团。随后，扮演
最高女祭司的希腊知名女演员
克桑西·乔治乌手持橄榄枝引领
着其他女祭司走进体育场。然
后入场的是火炬手——2004 年

雅典奥运会亚军、希腊前女子
水球运动员莫赖蒂祖。

莫赖蒂祖一手拿着橄榄枝，
另一手拿着正在燃烧冬奥火种
的“飞扬”火炬，跑过一个直道
后将火种传递给了第二棒火炬
手——中国前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运动员李妮娜。李妮娜曾
在 2006 年都灵冬奥会和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上获得银牌，
并在 2005 至 2009 年三次收获世
锦赛冠军。

火炬传递的最后一棒交到了
希腊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运动
员帕拉斯凯维·亚多普卢手上，
这位即将年满 43 岁的老将仍然

奋战在赛场上，并且已经获得了
北京冬奥会越野滑雪的参赛资
格。亚多普卢接过火炬后，跑向
了祭司中间的火种盆，随后点燃
火种盆，完成了体育场内的火炬
传递。

在一段女祭司们的舞蹈后，
希腊奥委会主席卡普拉洛斯和
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于再清先
后致辞。

卡普拉洛斯表示，中国与希
腊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和密切的
联系。奥运火种不仅将传递和
平与友谊，同时还将带去希腊对
中国的尊重以及美好祝愿。卡
普拉洛斯还在现场用中文说：

“ 希 腊 和 中 国 是 好 朋 友、好 伙
伴。”

“北京正在创造历史，成为第
一个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和即将
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我们
非常高兴，在这里将奥运火种交
接给你们，我们也成了历史的一
部分。”卡普拉洛斯说。

致辞结束后，最高女祭司再
次点燃火炬并将火炬交给卡普
拉洛斯，后者再将火炬移交给于
再清，标志着火种交接仪式顺利
完成。

按照计划，北京冬奥会火种
将保存在火种灯中，由北京冬奥
组委代表团带回中国。

北京冬奥会火种完成交接

奥运火种即将再次来到中国

新华社希腊古奥林匹亚 10月 18日电
（记者 肖亚卓 于帅帅）18 日，北京冬奥会
火种在奥林匹克运动发祥地——希腊的古
奥林匹亚采集成功，中国短道速滑名宿李
佳军作为当天的第二棒火炬手参与了火种
在古奥林匹亚的传递。

“从事这么多年的体育运动，今天很有
幸参加这个采集仪式，并参与火种传递，是
一件非常荣耀且神圣的事情，对我来说意
义重大。”李佳军在等待与第一棒火炬手交
接时对记者说。“火种传递，首先是传递奥
林匹克精神，更快、更高、更强，还有今年新
加入的更团结。同时火种也象征着友谊与
和平，希望全世界像北京冬奥会口号说的
那样——一起向未来。”

李佳军身穿的北京冬奥会火炬手制服
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这套制服的设计元
素包括奥林匹克五环标志、火炬接力标志、

火炬接力景观核心图形等，全套制服包括
服装、针织帽、头带、手套和运动鞋。

担任当天第一棒火炬手的是希腊高山
滑雪运动员扬尼斯·安东尼乌。现年 26岁
的安东尼乌曾在2012年的世青赛上拿到男
子回转和大回转两枚铜牌，2014 年索契冬
奥会，他就曾担任火种采集仪式上的第一
棒火炬手。

“成为奥运会的第一棒火炬手是一件
非常特别的事情，这样的机会并不常有，但
是我很幸运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安东尼乌
说，“希望我能保持健康，在接下来的比赛
中拿到奥运资格，争取出现在北京冬奥会
的赛场上。”

右图：10 月 18 日，第二名火炬手——前
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李佳军手持北京冬奥
会火炬“飞扬”在火种采集成功后传递。

新华社发

新华社日本北九州10月19日电（记者王子江）
第50届世界体操锦标赛19日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女
子各个项目的预选赛全部结束，中国选手罗蕊获得
平衡木和高低杠决赛资格，韦筱圆在个人全能和高
低杠项目中晋级决赛。

首次参加世锦赛的罗蕊在前一天的平衡木比赛
中获得了14.566分的高分，两天的比赛结束后，她在
94名参赛选手中位居首位。另外两名中国选手韦筱
圆和李诗佳分别排在第22和23位，无缘决赛。

按照规则，预选赛中各个单项的前八名晋级决
赛，个人全能比赛的前24名获得决赛资格，不过每
支代表队最多有两名选手晋级。

高低杠比赛中，巴西名将、东京奥运会女子跳马
项目冠军安德拉德当天发挥出色，获得了15.100的
高分，超越前一天一直领先的韦筱圆。韦筱圆以
14.733分名列第二，罗蕊以14.500分居第三，双双晋
级决赛。

在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在平衡木比赛中包揽
了冠亚军，高低杠项目也取得一个第四名。据中国
体操队领队叶振南透露，如果发挥出自己的训练水
平，罗蕊和韦筱圆这两名年轻选手有望在决赛中冲
击冠军。

不到16岁的罗蕊是陕西全运会女子团体冠军广
东队的成员，同时还是个人全能铜牌得主，17岁的韦
筱圆则是全运会女子个人全能冠军。

女子全能预赛的第一名是梅尔尼科娃，她在东
京奥运会上除获得团体金牌外，还赢得了个人全能
和自由体操两块铜牌。她在四个单项的比赛中发挥
出色，平衡木和自由体操比赛中都位居第二，高低杠
和跳马比赛中都名列第四，最后以57.065分的总分
高居预赛榜首。

本次参加世锦赛的四名中国选手中，只有韦筱
圆参加了全能比赛，她最后以第七名的身份晋级。

跳马比赛中，安德拉德获得预赛第一，中国选手
祁琦名列第18。自由体操比赛中，东京奥运会铜牌
得主、日本选手村上茉爱以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决赛，
祁琦和韦筱圆分列第18位和34位。

新华社太原10月 19日电（记者 刘扬涛）山西
国投职业篮球俱乐部 19 日宣布，经俱乐部及教练
组研究决定，山西男篮与外援费尔德正式签约，他
将代表球队征战2021-2022赛季CBA联赛。

费尔德 1995 年出生于美国，司职控球后卫。
2019 年 3 月费尔德加盟 CBA 新疆队，2021 年 1 月
加盟浙江广厦队。上赛季费尔德代表广厦队出战
14场常规赛，场均出场28.4分钟，得到13.1分 4.5篮
板 5.9 助攻 1.8 抢断；季后赛两场场均出场 28分钟，
得到23分 5篮板4.5助攻1抢断。

据悉，费尔德已按规定隔离期满，并抵达浙江
诸暨赛区与球队汇合。近日，山西国投职业篮球俱
乐部向CBA联盟递交外援注册材料并且审核通过
注册成功。费尔德将从联赛第2轮开始代表球队征
战CBA联赛。

山西男篮签约外援费尔德

体操世锦赛女子预选赛结束

中国选手获三项决赛资格

中国短道速滑名宿李佳军：

在古奥林匹亚传递圣火荣耀且神圣

新华社北京10月 19日电（记
者 刘阳 赵雪彤 王镜宇）冬奥会
冠军武大靖领衔的新一届短道速
滑国家队日前在北京首钢园亮相，
他们即将参加 21日在北京举办的
新赛季首站世界杯赛，随后将出国
参加本赛季剩余三站世界杯赛，争
取获得满额奥运资格。

自 2020 年短道速滑世锦赛因
新冠疫情取消以来，中国队在近两
年的时间里“消失”在公众视野，一
直进行封闭训练。新赛季开赛在
即，中国队在日常训练地首钢园举
行了 2021-2022 赛季出征仪式。
当天的出征仪式采用了全新的亮

相模式，现场大屏幕逐一打出运动
员的照片和简历，武大靖、任子威、
范可新和韩雨桐等共计 12名运动
员随后站在国旗下宣誓。这 12人
是今年6月底开始的5次队内选拔
赛中男、女队综合排名前六名的选
手，他们将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杯
北京站和日本站两站比赛。随后
的匈牙利站和荷兰站比赛的参赛
名单将根据前两站成绩进行微
调。本赛季全部四站世界杯赛也
是奥运资格赛。

值得关注的是，新一届国家队
的主教练是韩国人金善台，短道速
滑名将安贤洙则是队中的技术教

练，他曾分别代表韩国队和俄罗斯
队获得过 6 块冬奥会金牌。两人
随队参加了当天的出征仪式。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
中心主任倪会忠在出征仪式上表
示，新一届短道速滑国家队队员，
全部是通过“积分制”脱颖而出的
优秀运动员，其中既有征战过索
契、平昌冬奥会的老将，也有首次
为国出战世界杯的新人。他说：

“我们坚持将‘积分制’贯穿于运动
员选拔全过程，让运动员一步步在

‘众目睽睽’之下走向国内国际赛
场。这样一支通过层层选拔，新老
结合的短道速滑国家队值得我们

所有人的期待。”
冬运中心副主任于海燕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说，在世界杯赛上，
中国队的目标是“争取拿下满额冬
奥会参赛席位”。

作为我国冰雪运动传统优势
项目，短道速滑贡献了我国 13 枚
冬奥会金牌中的 10 枚，是完成北
京冬奥会“参赛出彩”任务的主力
军，一直备受关注。倪会忠表示，
此次公布的 12人名单只是征战世
界杯的阵容，并不是最终征战冬奥
会的阵容，留在国内的运动员依然
要按照冬奥会标准训练备战，国内
和国外同步积分。

短道速滑国家队新赛季亮相 将参加国内外四场奥运资格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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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队

·徐爱丽

·张雨婷

·曲春雨

·范可新

·韩雨桐

·郭奕含

·男队

·孙龙

·任子威

·安凯

·李文龙

·于松楠

·武大靖

走近冬奥

10 月 19 日，希腊奥委会主席斯皮罗斯·卡普拉洛斯将火炬交给北京冬奥组委特别
代表、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于再清（右）。 新华社发

10 月 19 日，北京冬奥组委特别代表、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于再清在交接仪
式上引燃北京冬奥会火种灯。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