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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逸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贵公司于2018年 9月 12日与三亚

市吉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以下简称

我办）签订了《吉阳区政府办公区仓库

改造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

工合同》），该工程已竣工验收，为尽快

完成工程款结算手续及相关应尽的法

定义务，我办多次致函请贵公司尽快

准备好相关材料，办理结算工程款相

关事宜。而贵公司总以各种理由拖

延，直至今日仍不履行应尽的法定义

务及职责，向我办提供相关材料，导致

无法完成工程款结算事宜。我办委托

的顾问单位北京天驰君泰（海口）律师

事务所就贵公司不履行工程款结算的

法定职责及义务的违约责任、违约行

为产生的法律后果以及需要承担的法

律责任，特向贵公司致函。

贵公司已到我办领取《律师函》，

但未前来办理结算工程款相关事宜。

至本公告刊登起七日内，如贵公司未

向我办提供相关材料办理工程款结算

事宜，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海南逸涛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担。

特此公告。

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3月21日

公 告
2020 年 3月 24 日 23 时，在三亚市吉阳

区迎宾路同心家园十三期小区围墙外一工
棚前饭桌桌脚底下捡到刚出生女婴一名，
拾捡时该婴儿被一张红色的被子包裹，躺
在一个红色的布制购物袋内，购物袋上印
有：“西凤酒”字样。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三亚市吉阳区民
政局联系。联系电话：0898-88719428。联

系地址：吉阳区迎宾路 483 号区政府内人社大楼 403 办公
室。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三亚市吉阳区民政局
2022年 3月 22日

三亚市吉阳区民政局
关于寻找弃婴（弃儿）生父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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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平飞住宿有限公司拟向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手续，特此
公告。

注销公告

★三亚荣翔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刻章证明（备
案批单编号46020000036322），现声明作废。
★海南金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工会遗失基本户开
户许可证，账号：6002116100017，现声明作废。
★王天遗失海南盛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 1
张：收据号：AJ67-8593173，金额：2480629 元，现声明
作废。

★齐瓦颂（三亚）养生社区开发有限公司于2017年 3月
17 日及 5 月 5 日签订的碧桂园·齐瓦颂南地块（23 栋）
预售资金监管协议及补充协议遗失，特此声明。

★三亚平飞住宿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信用代码91460000MA7FRD0D2F，现声明作废。
★三亚平飞住宿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
发票章各壹枚，现声明作废。
★康顺达（三亚）旅游客运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
发票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三亚天勤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备案发票章一枚，
现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注 销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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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琼剧是海南人
耳中最熟悉的韵律，是海南人口中最动听
的旋律，是海南传统文化传承的瑰宝。近
日，天涯区阳光海岸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建设街社区居委会联合举办主题为“传播
琼剧文化 传统戏剧进社区”的海南琼剧文
化流动课堂，活动共吸引20多名老年琼剧
爱好者参与。

为让居民们深入了解琼剧，融入到琼
剧的氛围中，来自三亚琼剧文化艺术协会
的演员们早早便到达活动场地做准备，上
妆、穿戏服、开嗓……琼剧课堂也在期待中
拉开帷幕。

演员们通过 PPT、视频播放等形式图
文并茂地讲解了琼剧的历史文化和相关代
表人物，并共同赏析其经典曲目，不少老居
民不由自主跟着哼唱。随后，一位演员通
过演唱《狗咬金钗》唱段，展示了琼剧的身
段、舞台走步、眼神的传达，让居民了解到

“台下十年功”的不易，精彩的表演也获得
了现场居民的阵阵掌声。

演员还逐字逐句地教居民唱词、发音，
戏迷们就像小学生一样认认真真地向老师
学习。虽然学习磕磕绊绊，但最终都和老
师共同演唱了曲目片段。一曲终了，居民
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主办方称，此次活动旨在弘扬和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让更多居民接受琼剧艺术
熏陶，感受琼剧的魅力，传播海南本土文化
的种子，为提升海南自贸港文化软实力添
砖加瓦。

天涯区

琼剧进社区
“圈粉”老戏迷

本报讯（记者 黎家璇）三亚市政府原
副市长孙治福的《难忘之旅诗影集》，近日
由中国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是孙治福继《乡韵》之后推出的第二
本诗歌集。作者采取“借景赋诗，留影加注
释”的方式，将自己在国内外考察参观学习
和在节假日自费出游时的留影进行整理，
每 1-2 张留影配上一首旧体诗，一共配了
150 首，并附上注解，方便读者阅读和欣
赏。

这些诗歌题材丰富，意境深远，通俗易
懂，感情真挚，洋溢着作者对三亚、对海南
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三亚市文联原主
席蔡明康为该书作序。

孙治福第二部诗集
《难忘之旅诗影集》出版

新华社北京 3 月 22 日电（记
者吴俊宽 张悦姗）独立于世界田
联的田径诚信委员会（AIU）欧洲
当地时间 21 日宣布，2012 年伦敦
奥运会女子 20 公里竞走金牌获
得者拉什马诺娃因兴奋剂问题，
当年成绩将被取消。这也意味着
中国选手切阳什姐有望递补获得
奥运金牌，得知这一消息后，切阳
什姐表示自己“开心又难过”。

AIU表示，来自俄罗斯的拉什
马诺娃将接受禁赛两年的处罚。
她从 2012 年 2 月 8 日至 2014 年 1
月 3 日期间取得的所有成绩也都
将被取消，其中包括 2012 年伦敦
奥运会金牌，以及 2013 年莫斯科
田径世锦赛冠军。

按照奖牌递补惯例，目前作
为伦敦奥运会女子 20 公里竞走
亚军的切阳什姐将递补获得奥运
金牌。另外两名中国选手刘虹和
吕秀芝将递补获得银牌和铜牌。
此 外 ，刘 虹 也 将 有 望 递 补 获 得
2013 年世锦赛女子 20 公里竞走
金牌，成为该项目世锦赛“四冠
王”。

当地时间 2012 年 8月 11日进
行的伦敦奥运会女子 20 公里竞
走比赛中，俄罗斯选手拉什马诺
娃和卡尼斯金娜排名前两位冲过
终点。首次参加奥运会的切阳什
姐原本获得季军。刘虹排名第
四，吕秀芝排名第六。另一名俄
罗斯运动员排名第五。不过目前

三名俄罗斯运动员成绩先后都被
取消。

在得知自己有望递补获得奥
运会金牌后，百感交集的切阳什
姐在社交媒体上说：“足足过去了
十年，以这样的方式迎来了我的
奥运冠军，得知消息后即开心又
难过。开心的是我能成为自己心
中的冠军，开心我可以拥有奥运
金牌，虽然很多事情已经过去了，
也不会拥有，但我有证明自己的
奖牌。难过是我没有感受过冠军
的样子，没有得到奥运冠军的光
环，虽然光环是一时的，但那一刻
的光环我想拥有，没有得到或许
能得到的自身价值，但过去已经
过去，要想得到的依然在努力。”

中国选手切阳什姐

有望递补伦敦奥运女子竞走金牌

新华社北京 3 月 22 日电 世
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22
日消息，WTT多哈球星挑战赛将
于 25日开赛，此前参加了新加坡
大满贯的中国队主力运动员将不
再参加本站赛事，阵容以年轻球
员为主。

中国乒协秘书长秦志戬表
示，中国队此次出国多地参赛，一
开始就制定了多种参赛预案。从
第一批参加阿曼挑战赛再转场卡
塔尔，第二批更年轻的梯队人员
直接到卡塔尔参加支线赛、挑战

赛，第三批主力球员参加新加坡
大满贯赛再转战卡塔尔多哈球星
挑战赛，原本三组人员既定参加
完卡塔尔球星挑战赛后一同回
国。

“现在新加坡这支分队经过
两到三周的高强度对抗，已经圆
满完成了练兵和获得赛事积分的
目的，许多主力运动员经过近期
密集和高强度的比赛，体力和精
力消耗较大，表达了希望休整的
意愿。为避免运动员疲劳参赛引
发伤病，再结合全球疫情的变化，

旅途的外部风险等情况，中国队
选择参加新加坡比赛的绝对主力
和奥运冠军直接回国休整，以更
好的精神和技术状态迎接后续各
项赛事。”秦志戬说。

卡尔德拉诺、杜凯琹、弗朗西
斯卡、冯天薇、皮奇福德、迪亚兹
等其他协会运动员将出战多哈球
星挑战赛。

WTT 世界乒联董事总经理
马修·庞德表示，中国队的主力球
员放弃参加 WTT 多哈球星挑战
赛，从另一个层面上也是给予其

他球员更多的参赛机会。WTT
致力于让各个不同水平层次的球
员都能够参加比赛，无论是刚刚
打球的天才少年，还是已经功成
名就的传奇球员，都能够享受乒
乓球比赛的乐趣，并且找到自己
合适的位置。

目前 WTT 多哈常规挑战赛
正在进行中，WTT 多哈球星挑
战赛将紧随其后。在 WTT 多哈
常规挑战赛资格赛中，中国队派
出 20 位队员，8 人晋级单打正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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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2 日，辽宁本钢队球员赵继伟（右二）在比赛中上篮受阻。
当日，在辽宁沈阳进行的 2021-2022 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第三阶段第 38 轮比赛中，辽宁本钢队

以 134 比 90 战胜四川金荣实业队。 新华社记者 王乙杰 摄

国乒派年轻球员
参加WTT多哈球星挑战赛据新华社北京 3月 22 日电（记者

王镜宇 王浩宇）第 14届春兰杯世界职
业围棋锦标赛首轮 22 日在线上战罢，
中国队的丁浩等4位棋手成功晋级。

当天的首轮比赛有6位中国棋手出
战，国内等级分排名第二的丁浩与日本
棋手芝野虎丸的对抗是首轮的焦点战
之一。执黑的丁浩凭借在官子阶段的
出色发挥占据主动，又通过劫争将优势
扩大，逼得对手中盘认输。在另外一盘
中日选手的对阵中，李钦诚将关航太郎
淘汰出局。此外，李维清和李轩豪也双
双执白中盘获胜，晋级16强。

另外两位中国棋手时越和芈昱廷闯
关未果。

有 8 位种子棋手在首轮轮空，他们
是中国队的唐韦星、柯洁、杨鼎新、辜梓
豪、中国台北队的许皓鋐和韩国队的申
真谞、朴廷桓和申旻埈。在 24 日的第
二轮比赛中，他们将披挂上阵，与首轮
获胜的 8 位棋手争夺四分之一决赛的
席位。

根据抽签结果，李钦诚将在第二轮
阻击韩国第一人申真谞，柯洁的对手将
是金明训，李维清、丁浩将分别迎战朴
廷桓和申旻埈。

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
首轮

4位中国棋手晋级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22 日电（记者
丁文娴 刘旸）中国羽毛球协会22日发
布通告称，在瑞士羽毛球公开赛开赛前
的例行核酸检测中，中国队有部分运动
员检测结果呈阳性。出于保护运动员
身体的考虑，中国羽协决定，中国队退
出瑞士公开赛。

当日早些时候，世界羽联也发布了
通告，称中国羽协报告了多名运动员在
最近的新冠检测中呈阳性，以及球员伤
病情况，出于对所有参赛球员健康的考
虑，中国羽毛球队决定退出 2022 尤尼
克斯瑞士公开赛。

国羽部分队员感染新冠
退出瑞士公开赛

演员在现场演唱琼剧。
本报记者 黄世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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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第三阶段

2021 年 8 月 6 日，中国选手切阳什姐（左）在比赛中。（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