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黎家璇 校对：李兰体育新闻8 2021年 10月 21日 星期四

受委托，按现状对三亚市同心家园四、五期空置商铺公
开挂牌招租，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招租商铺位于三亚市月川中路同心家园四期2间，
位于海螺路同心家园五期 5间。铺面面积 234.55㎡、669.66㎡、2609.89㎡不等，月租金从10555元至182692元不等。

二、同心家园四期一层9号商铺租赁期限自与承租方合
同签订之日起至2023年 3月 31日止，同心家园四期二层和
同心家园五期租赁期限自与承租方合同签订之日起 3年。
均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月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增5%。

三、公告期为 2021 年 10月 20日至 11月 02日，详情请
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 交易网
（http://www.ejy365.com/）、海 南 省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网
（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

四、联系方式：三亚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3楼 6号
窗口，项目咨询：林女士 0898-88212428，海口市国兴大道
61号华夏银行大厦 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项目咨询：李小
姐0898-66558023。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0月20日

三亚市同心家园四、五期临街商铺
公开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9HN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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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橙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三亚富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王瑞文遗失海上大都会左岸项目 2-B-210 房屋购
房合同一本，合同编号为：201811028000078，特此声
明。

★海南裕楚商业有限公司遗失保利 C+商业中心项目
《三亚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一份，监管账号：
267536191148，现声明作废。
★杨永楠遗失三亚棕榈滩东区 24 栋 502 室房款收据
2051912 元、契税收据 30778.68 元、公共维修基金收据
6718.8元、土地使用权交易费收据1535.31元、菜篮子价
格调节基金收据3070.62元，现声明作废。

★海南联国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一枚，
现声明作废。
★三亚明元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一枚，现
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走近冬奥

上图：10 月 20 日，在火种欢迎仪式

上，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

蔡奇点燃仪式火种台。

20 日清晨 6 时许，随着北京冬奥组

委赴希腊代表团抵达首都机场，北京冬

奥会火种顺利抵达北京。

火种欢迎仪式于当天上午在国家

体育场“鸟巢”北侧的奥林匹克塔举行。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10 月 20 日，在北京首都机场，护卫人员用引火棒在带回的
火种灯中取火，并引燃另一名护卫人员手持的新火种灯。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18日，北京冬奥会火种在希
腊古奥林匹亚采集成功。仪式
现场，当第一棒火炬手、手持北
京冬奥会火炬“飞扬”的希腊高
山滑雪运动员扬尼斯·安东尼
乌，从扮演最高女祭司的希腊
知名女演员乔治乌手中接过燃
起的火炬时，从他火炬手服装
的袖口、身侧直达脚底的红线，
与“飞扬”火炬对接成完整的红
色线条。这并非巧合，而是精
心 设 计 的 一 套 完 整 的 景 观 体
系。

20 日，在北京冬奥会开幕
倒计时 100 天前夕，冬奥火种顺
利运抵北京。在火种欢迎仪式
上，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标志、

火种台、仪式火种台和火炬手
服 装等首次呈现在公众面前。
这些重要的形象元素，都以一条
象征奥林匹克火种与激情的丝
带为视觉设计核心。

“飞扬”火炬整体外观旋转上
升，如丝带飘舞，最后呈现为飞
扬的火焰。火炬接力标志创意
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金凤
凰”与“火纹”，寓意吉祥和谐、生
生不息，飘扬的动感“丝绸”与火
种交融呼应，波动起伏又像是中
国的万里长城。

从希腊采集的冬奥火种，是
储存在火种灯中来到北京的。
火 种 灯 创 意 源 自“ 中 华 第 一
灯”——西汉长信宫灯，借“长

信”之义，表达了人们对光明和
希望的追求和向往，红色丝带环
绕在火种灯顶部。

在火种欢迎仪式上，北京市
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
点燃了仪式火种台。以“承天载
物”为设计理念的仪式火种台，
创意灵感来自中国传统青铜礼
器——尊。仪式火种台采用了尊
的曲线造型，基座沉稳，象征“地
载万物”。顶部舒展开阔，寓意
迎接纯洁的奥林匹克火种。祥
云纹路由下而上渐化为雪花，象
征了“双奥之城”的精神传承。
飘逸飞舞的红色丝带同样环绕
向上。

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形

象景观艺术总监林存真介绍说，
火炬接力整体设计是一个完整
的系统。火炬、火炬接力标志，
进而又有了火炬手制服、火种灯
和火种盆，所有的设计都是在一
条红线的引领下。火炬标志作
为冬奥会二级标志之一，是重要
的冬奥会形象景观核心元素之
一，与冬奥会会徽图形一脉相
承，会徽中的一个视觉元素就是
飘带，这条飘带“飘”出来的红色
丝带就是火炬接力景观标志的
设计原型。

林存真说：“红色丝带就是整
个火炬接力视觉的核心，北京冬
奥会火炬发布的时候，大家看到
的火炬内飘带就是一条红色的

丝带。这条红色丝带是从会徽、
火炬接力标志‘飘’过来的，并且
一直延续到了火炬手制服设计
上。一根红线，从高擎火炬的臂
膀一直延续到脚部，这一设计连
接了天、地、人，形成了一个完整
的景观体系。火种灯、仪式火种
台也是与这根红线相连的，所以
一根红线是所有火炬视觉的核
心。”

北京冬奥会火炬设计者李剑
叶也认为，火炬、火种灯、仪式火
种台是一套完整的设计体系，它
跟北京冬奥会火炬是一脉相承
的。丝带飘扬与旋转向上的外
观形象，整体感觉一致。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冬奥火炬与一根红线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姬烨 张骁 汪涌

新华社伦敦 10 月 19 日电（记者 张薇）19 日
的欧洲足球冠军联赛赛场热闹非凡。利物浦在
先进两球的情况下被马德里竞技追平，但格列兹
曼“染红”最终导致少一人应战的马竞 2:3 落败。
梅西独中两元，帮助巴黎圣日耳曼 3:2 逆转击败
到访的莱比锡。

出征马德里的利物浦开场后反客为主，仅 8
分 钟 就 由 状 态 正 佳 的 埃 及 前 锋 萨 拉 赫 力 拔 头
筹。5 分钟后，凯塔在禁区外面对马竞后卫的解
围球凌空抽射破门，比分变为 2:0。

不过，第 20 分钟，格列兹曼将队友的远射轻
巧一蹭，皮球改变线路入网。第 34 分钟，又是法
国人杀入禁区打远角得手，将比分扳成 2:2 平。

然而，成也格列兹曼，败也格列兹曼。第 52
分钟，他因蹬踏菲尔米诺直接领到红牌。人数处
于劣势的马竞未能撑到底，后卫埃尔莫索禁区内
放倒若塔，送给利物浦点球机会。萨拉赫第 78 分
钟主罚命中，成全客队带走 3 分。

三连胜的利物浦在 B 组领跑，马竞和当日 1:0
小胜 AC 米兰的波尔图同积 4 分，米兰则零分垫
底。

A 组中，“大巴黎”第九分钟就由姆巴佩利用
反击机会破门，但莱比锡第 28 和第 57 分钟各入
一球，2:1 反超。不过，梅西第 66 分钟接姆巴佩
右路突进后的横传，跟进打门得手，将双方拉回
同一起跑线。随后，姆巴佩反击中带球杀入禁区
被对手放倒，梅西主罚点球命中，为主队锁定胜
利。补时阶段哈基米还曾为“大巴黎”赢得一次
点球机会，但姆巴佩将球打高。

“大巴黎”2 胜 1 平积 7 分暂居小组第一。曼
城客场 5:1 大胜布鲁日后以 6 分紧随其后。

另外，阿贾克斯 4:0 痛击拥有欧洲新一代“金
童”哈兰德的多特蒙德，三连胜领跑 C 组。D 组的
皇家马德里和国际米兰双双得胜，但上一轮爆冷
败给蒂拉斯波尔警长队的皇马因净胜球处于劣
势，还只能排在这支摩尔多瓦球队身后暂列第
二。

欧冠：

利物浦险胜10人马竞
梅西两球助“大巴黎”反超

10 月 19 日，利物浦队门将阿利松（右）扑救马
德里竞技队球员卡拉斯科的射门。

当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进行的2021-2022赛季欧
冠联赛小组赛 B 组第三轮的一场比赛中，英格兰利
物浦队客场以3比2战胜西班牙马德里竞技队。

新华社/欧新

新华社丹麦欧登塞 10 月 19 日电（记者 刘旸
林晶）世界羽联丹麦公开赛 19 日开赛，陈清晨/贾

一凡因伤退赛，黄东萍与搭档在首轮女双和混双比

赛中均胜出。

赛会女双一号种子陈清晨/贾一凡在首轮对阵

丹麦组合马厄隆/拉文的比赛中，第一局只打了2分

钟，在1:5落后时提出退赛。

经过苏迪曼杯和尤伯杯鏖战，“凡尘”组合体力

消耗很大，尤伯杯决赛与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

麻佑的超长拉锯战中，陈清晨脚部受伤。19日赛前

热身时，陈清晨感到腰部不适，贾一凡左脚也出现

问题，两人选择退赛。

赢得尤伯杯决赛制胜一战的黄东萍 19日在女

双和混双比赛中均取胜晋级。她与郑雨搭档，以

21:6、21:9轻取丹麦组合布施/舒尔茨，与王懿律搭

档以21:6、21:7战胜荷兰组合塔博林/皮克。

黄东萍赛后表示，自己感到有一些疲惫，但调

整好还是可以全力以赴。“平时训练有过连着三周

上量，这站比赛想挑战自己极限在哪儿。”

王懿律无论与黄东萍的混双，还是与刘成的男

双都是实力强劲的组合，苏杯、汤杯团体赛中苦于

出场顺序靠后，出战机会不多。

杜玥和李汶妹搭档以21:18、21:15击败法国组

合伯特/特兰，晋级 16 强。尤杯上没有出战的杜

玥，在丹麦公开赛上兼打女双和混双比赛。

两位 20 岁小将王昶/邸子健以 6:21、19：21 不

敌印尼组合菲克里/毛拉纳，未能晋级下一轮。

世界羽联丹麦公开赛：

陈清晨/贾一凡因伤退赛
黄东萍“兼项”双胜

精简
规模

创新
形式

公众
参与

承载着 14 亿中国人民的热烈期盼，在全球目光聚焦下，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火种 20 日抵达北京，在中华大地开启传承、弘
扬奥林匹克精神之旅。在“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引领
下，本次火炬接力计划呈现不同以往的新特点。记者 20 日专访
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有关负责人予以解读。

王向豫表示，为更好地宣传
奥运理念和火炬接力文化，让广
大群众近距离观看奥运火种，了
解火炬接力的悠久历史和承载的
意义，感悟奥林匹克精神，本次火
炬接力计划注重创新形式，不仅
保留传统火炬传递，还增加火种
展示活动。

火种展示将按时间顺序分三
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在北京奥林匹克
塔结合奥林匹克火炬展览进行火
种展示。广泛宣扬奥林匹克精
神，动员大家关注、参与北京冬奥
会。

第二阶段，部分奥林匹克全球
合作伙伴和北京冬奥会官方合作
伙伴结合企业公益项目进行火种
展示。火种展示将走进赞助企
业，与它们支持的体育、文化、教
育、社会公益项目相结合，进一步
传播奥林匹克精神和北京冬奥会
理念。

第三阶段，在冰雪资源丰富、
冰雪运动基础较好的黑龙江省、
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天津市

等地进行火种展示。这些地区冰
雪资源较为丰富，冬奥文化基础
较好，主题展示将与当地既有节
庆活动（如 雾 凇 冰 雪 节 等）相结
合，最大限度体现冰雪文化，带动
群众热情，放大宣传效果，充分展
示冰雪运动的魅力和风采，实现
冬奥会“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的目标。

传统火炬传递将在北京冬奥
会三个赛区进行。时间安排在
2022年 2月 2日至 4日，共有火炬
手 1200 名左右。传递路线立足
展现北京、延庆、张家口赛区的冰
雪资源、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和双
奥遗产，呈现沿途的自然、历史、
人文特色和现代化风貌。

北京地区火炬传递围绕新发
展理念，展现绿色北京、人文北
京、科技北京发展战略建设成果；
张家口地区火炬传递以冰雪文
化、历史文化、长城文化、工业文
化为载体，以践行生态文明理念、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所取得的成效
作为重点展示内容，凸显京张体
育文化旅游带加速发展的态势。

王向豫表示，火炬传递社会关
注度高，必须在安全可控前提下进
行。传递过程中，将在传递城市选
择部分有代表性、有特色、安全可控
的场地开展，控制观众规模，制定疫
情防控方案。

在“科技冬奥”项目的支持下，
火炬传递将融入更多科技元素，以
人机共融等方式实现跨域火炬传

递，灵活展现科技与冬奥文化的结
合。

此外，火炬接力计划特别设计
火炬网络宣传部分，将通过新锐前
沿的科技手段和丰富多彩的传播方
式，让更多人特别是青年人参与到
火炬接力活动中。广大网民可通过
AR、VR、话题挑战等多种互动形
式，共享北京冬奥盛会。

王向豫表示，此次火炬传递活
动采取展示与接力、线上与线下相
结合等多种方式进行，涉及面更
广。希望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火炬
接力形式和传递过程，向世界展示
中国蓬勃向上的体育文化，展现中
国人参与奥运、支持奥运的热情。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解读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炬接力计划
新华社记者 张骁 姬烨 汪涌

考虑防疫 精简规模 办得简约而精彩1

创新形式内容 火种展示与传统传递结合2

新锐科技助力 设置火炬传递网络互动3

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副
部长王向豫介绍，本次火炬接力
的规模、时间和方式等计划安排，
严格遵循“简约、安全、精彩”的办
赛要求，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
下，与国际奥委会反复沟通协商
确定，体现出三方面特点：

坚持简约办奥。接力计划落
实简约办奥需求，在保证接力活
动传播奥林匹克精神，展示国家
形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激发群众关注、支持和参与冬奥
会热情等作用的同时，从实际出
发，适应疫情下奥运筹办的新要
求，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和资源简
化规模、突出特色，努力把传递活
动办得“简约而精彩”。

确保活动安全。当前全球疫

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国内
疫情防控总体稳定但不能放松，
本次火炬接力工作本着“以人民
为中心”的原则和对广大人民群
众健康负责的态度，坚持底线思
维和风险意识，适当缩减传统传
递的路线和时间，相应减少传递
人员数量，将严格遵循疫情防控
要求并强化防疫工作保障措施，
确保火炬手和参与传递活动的相
关人员安全，确保传递活动和冬
奥赛事安全有序。

注重实际效果。北京冬奥组委
和火炬团队前期开展大量卓有成效
的组织筹备工作，精心设计传递方
案，力争通过火炬接力展示办赛城
市地区的文化风貌、发展成果和群
众精神面貌，将活动办出水平。

右图：这是 10 月 20 日在火种欢迎
仪式上拍摄的仪式火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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