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桌壶球

本报讯（记者 杨洋）12 月
19 日，2021 年“三亚球王”全民
健身民间桌壶球争霸赛落幕。

本次赛事邀请2021年相约
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测试活
动体育展示体育体验总教练、甘
肃省大众冰雪陆地冰壶教练员
技能提高培训班讲师、水立方陆
地冰壶夏令营总教练李新波和
中国冰壶协会陆地冰壶高级教

练员郑明瑞担任裁判和讲师 。
作为“球王”家庭新成员，桌

壶球的举办让众多全民健身爱
好者眼前一亮，与冰壶相似的
比赛规则，通过投掷和击打等
技战术的配合得分，运动员除
了每次投掷球外，还要考虑下
一次掷球的逻辑性和协作性，
让参赛的人员感受了一把“流
动的围棋”魅力。

新项目新玩法新体验

“三亚球王”
全民健身民间系列争霸赛

本报讯（记者 杨洋）近日，
2021“三亚球王”全民健身民间
台球争霸赛在星畅台球俱乐部
收杆。经过 10 天的激烈争夺，
李坤伟、黄冠斐、王俊三位选
手，战胜众多高手，分别将冠亚
季军收入囊中。

据悉，今年比赛规则跟以往
不同，采用同级对战制度。比
赛采用由王者之风首创的弹性
让球制，即参赛选手在比赛的
过程中不以实力划分对手，而
是实行相应的让球制度。不同
于传统台球比赛的中规中矩，

弹性让球制打破了完全靠实力
获得冠军的传统，而是混合了
运气和实力，不仅让全国的台
球爱好者有一个同场竞技的平
台，还让普通玩家可以与台球
高手相互切磋，进行一场充满
激情的挑战！

三亚台球协会会长王江瀚
表示，今年是“三亚球王”台球
争霸赛举办的第4个年头，赛事
旨在打造三亚全民健身的休闲
体育旅游品牌，通过引导体育
旅游消费，推动体育与旅游的
深度融合发展。

经10天激烈争夺
产生冠亚季军

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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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建（海南）地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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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2地块（HTW为红塘湾片区）规划修改的
申请及概念设计方案，拟将用地性质由旅馆用地调整
为旅馆业混合商务金融用地及餐饮用地（混合比例为：
60.5%：35.5%：4%），其他规划指标保持不变。现按相
关规定要求，对该规划修改事项及方案在网站、现场及
公众号进行公开公示，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具体内容请
登录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官网http：//zgj.sanya.
gov.cn 或搜索我局公众号进行查看。公示时间为 30
日，如需听证的，请于公示结束前向我局提出听证申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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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2月 19日

关于《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修编及整合）》HTW-07-02
地块规划修改及概念设计方案

征求意见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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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艺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陈士强遗失海洋渔业职务船员证书，证书编号：
330225198011238913，现声明作废。
★盛寒遗失山海韵龙栖湾 32 号楼 2—2101 房购房合
同，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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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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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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1 日，中国工商银行北京西客站支行的工作人员展示第 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钞。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发行第 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钞一套，包括冰上运动项目

纪念钞和雪上运动项目纪念钞各 1 张。
第 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钞每张面额均为 20 元，每张票面长为 145 毫米，宽为 70 毫米。冰上运

动项目纪念钞为塑料钞，雪上运动项目纪念钞为纸钞。第 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钞发行数量为 2 亿
套，采取预约兑换方式发行，纪念钞与现行流通人民币职能相同，与同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 新华社发

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钞今起兑换

据新华社阿布扎比12月20日电
（记者 苏小坡）第15届国际泳联世界
短池游泳锦标赛 20 日结束第五天的
争夺。唐钱婷在女子 100 米蛙泳以
破亚洲纪录的成绩夺冠，为中国队拿
到第4枚金牌。余依婷在女子200米
混合泳获得银牌。中国队在女子
4X200 米自由泳接力项目上获得铜
牌。

女子 100 米蛙泳决赛，唐钱婷在
前 25 米落后于牙买加选手阿特金
森，她在25米转身后开始发力，在50

米时超越对手处于领先，并一直把优
势保持到了终点，以 1 分 03 秒 47 夺
冠，打破了该项目的亚洲纪录。瑞典
选手汉森以1分03秒 50拿到亚军。

女子 200 米混合泳决赛，余依婷
在第5道出战，前150米，美国选手道
格拉斯处于领先，但余依婷和加拿大
选手皮克雷姆在最后 50 米实现超
越，最后 25米冲刺时，余依婷一度领
先，但最后几米又被皮克雷姆反超，
她以 2 分 04 秒 29 夺冠，余依婷以 2
分 04 秒 48 拿到亚军，创造了新的世

界青年纪录。道格拉斯获得第三名。
女子 4X200 米自由泳接力是中

国队的优势项目，本次没有派出最
强阵容，由李冰洁、程玉洁、朱梦惠
和柳雅欣组成的中国队以 7 分 39 秒
92 摘得铜牌。加拿大队以 7分 32秒
96 夺冠，美国队以 7 分 36 秒 53 拿到
银牌。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
运动员参加这次为期 6 天的比赛。
中国队此次共派出 27 名运动员，包
括13名女运动员、14名男运动员。

短池游泳世锦赛

唐钱婷为中国队夺得第4金

本报讯（记 者 李 少 云 ）12 月 21
日，首届中国美人鱼表演赛在三亚·亚
特兰蒂斯开赛。这是美人鱼运动在国
内举办的第一场国家级赛事，汇聚了
全国专业裁判及选手，在三亚掀起了
水上运动的新热潮。

根据竞赛规程，首届中国美人鱼表
演赛设有男子单人、女子单人和四人团
体三个项目。所有参赛运动员与教练
员均为中国滑水潜水摩托艇运动联合
会（中潜联）会员及注册运动员和教练
员，且参赛选手必须持有中潜联认可的
潜水美人鱼执照。自 12 月 1日启动报
名以来，历经层层筛选，最终有41名选
手进入个人组与团体组的正式比赛。

比赛场地位于三亚·亚特兰蒂斯标
志性区域——大使环礁湖。大使环礁
湖透明亚克力观赏幕墙长达 16.5 米、
高达 8.3 米、厚达 0.65 米、深度 11 米，
蓄有 13500 吨海水，达到了《全国美人
鱼赛事手册》的标准。

在比赛现场，透过酒店大堂的透明
幕墙记者看到，“美人鱼”选手们身着
专业的鱼尾依次潜入水下，在海洋生
物的伴游中，展示了平行侧游、平行仰
游、后翻 360、美人鱼泡泡、水中悬停等
技巧，呈现了高度专业而又精彩纷呈
的表演。

“旅游度假和体育活动的结合是未
来消费趋势。此次赛事的成功举办充

分体现体育与文旅的跨界结合，也为
我们助力文旅行业多元化发展提供了
新的思路。”复星旅游文化集团董事
长兼CEO钱建农表示。

“美人鱼运动是近年来新兴的一项
水上运动。它不仅结合了花样游泳、
自由潜、蹼泳以及瑜伽等运动的特点，
同 时极 具观 赏性，因 而 深受 大众喜

爱。目前在我国，美人鱼运动尚处于
发展初期，具备巨大的市场潜力。”国
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李
瑞林说。

首届中国美人鱼表演赛三亚开赛
系该项运动在国内举办的首场国家级赛事

选手们身着专业的鱼尾潜入水下，展示了平行侧游、平行仰游、后翻 360、美人鱼泡泡、水中悬停等出色技巧，呈现了
高度专业而又异彩纷呈的表演。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12

月 19 日，2021 年全国帆船锦

标赛及全国风筝板锦标赛在

海口收官。来自海南、浙江、

广东、福建、上海、四川等 18

支代表队近 200 名运动员参加

为期 4 天的比赛。

2021 年全国帆船锦标赛设
男女混合诺卡拉 17、男子 49er
级、女 子 49erFX 级 。 2021 年
全国风筝板锦标赛设男/女子
水翼风筝板，各级别分别进行
场地赛、长距离赛。山东队赵
焕城、王赛博组合获得男女混
合诺卡拉 17 场地赛冠军、长距

离赛亚军。年仅 15 岁的福建

队选手黄齐滨以 9 轮第一的优

势包揽男子水翼风筝板场地

赛、长距离赛冠军。

对于这项在国内刚开展的

新运动，黄齐滨有更远大的梦

想：“在爸爸的带动下，我从 6

岁就开始接触极限运动。这

次能拿到冠军我很开心，但我

还有需要努力的地方，我的梦

想是在奥运会赛场上与国外

选手同台竞技，让中国风筝冲

浪走向全世界。”

据介绍，风筝板作为一项

新兴的海洋运动，结合了特技

风筝、帆板、冲浪、滑水等多种

运动元素，比赛具有观赏性强、

规则直观易懂、赛场贴近岸边

等特点，因此迅速成为国际海

洋运动中最具吸引力的赛事之

一，成为 2024 年巴黎奥运会的

比赛项目之一，具有广阔的发

展前景。

本次比赛由中国帆船帆板

运动协会、海南省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厅、海口市人民政府

主办。

2021年全国帆船锦标赛
及全国风筝板锦标赛收官

本报讯（记者 黄珍）日前，崖州文
化研究成果《崖州古文百篇》分享交流
会在市图书馆举行，来自全市 30 名作
家及读者参与新书分享交流。

据悉，《崖州古文百篇》是继《崖州
古诗百首精选详注》一书后，崖州区委
宣传部的又一文化研究成果。该书把
反映崖州的山、川、人、事、物的文章收
集起来，选编成册，分为汉唐、宋元、明
朝、清朝和民国 5个部分。入选较多的
是历史文人笔记中记载的崖州，年代最
早的是西汉刘向的《烈女传·珠崖二
义》，年代最近的是屈大均的《广东新
语·沉香》。此外，裴崇礼的《游大小洞
天记》、孙元度的《鳌山探胜记》等优秀
碑记作品，以及区大原的《郑绍材墓志
铭》、张擢士的《请复边俸详文》等优秀
墓志作品，均入选该书。

“《崖州古文百篇》把散见于《史记》
《汉书》《崖州志》《太平广记》等史志文
献和报刊中有关崖州的佳作，以及散佚
民间的碑刻精品收集起来，方便人们阅
读、了解古代崖州历史。”《崖州古文百
篇》编著者之一罗灯光说，该书不仅为
崖州的发展提供可靠的历史依据，而且
丰富了崖州历史文化资源。

《崖州古文百篇》
分享交流会举办

讲述古韵崖州
弘扬三亚文化

国内首部以高铁建设为题材的院线
电影《高铁作证》12月 20日在甘肃兰州
举行首映礼。该片将于 12 月 21 日起

“登陆”全国各大院线。
据了解，这部展现国家“八纵八横”

高铁网建设成就的电影改编自长篇小
说《高铁作证》。电影讲述了多年来高
铁建设者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开展科
技攻关、克服重重困难修建高铁的故
事。

“我们将这部电影的拍摄地选定在
兰州至张掖三四线铁路乌鞘岭隧道建
设工地上，真实展现高铁建设者们风餐
露宿、开山架桥的感人故事。”《高铁作
证》编剧孟广顺说，“希望广大观众通过
电影了解和关注中国高铁故事。”

据介绍，电影《高铁作证》由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国家铁路局监制。

(新 华）

首部高铁建设题材电影

《高铁作证》昨首映

在比赛中,选手们乘风破浪。组委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