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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广场
商讯众享，便民利民

（每周一至周五刊登）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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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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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外国语学校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JY34602001048767，声明作废。
★三亚启润源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14602001995563，现声明作废。

三亚新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拟将原注册资金由
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减为拾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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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 失 声 明
三亚海云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拟将原注册资金由

人民币壹仟叁佰肆拾玖万元整减为壹佰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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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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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一组组展示
园区人文气质的雕塑、壁画、装置、景观
小品等公共艺术作品当天呈现在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公共艺术创作大赛（以下简
称“科技城公共艺术创作大赛”）线下初
评现场，让评委赞不绝口……近日，一场
以“艺术点亮科技”为主题的视觉盛宴
在崖州湾科技城展开，历时四个多月，
大赛组委会共收到来自中国、美国、澳
大利亚、英国、丹麦、土耳其、保加利亚
等7个国家78所高校、39个专业机构以
及 64 名自由设计师和艺术家的参赛作
品共986件。

据介绍，大赛由崖州湾科技城管理
局和武汉理工大学联合主办，面向国内
外艺术家、设计师、在校师生及相关机
构，参赛作品从“艺术海洋、科技海洋、
人文海洋”三大主题展开，针对崖州湾
科技城的城市规划、建筑风格、自然环
境、经济业态和历史遗产特征，展现出
崖州湾科技城的整体人文气质。评委组
依托科技城公共艺术创作大赛征集主
题，并结合三亚城市元素设计指引及崖
州湾科技城公共艺术导则相关要求对作
品进行初评，最终评选出 90 件入围作
品。

本报讯（记者 黄珍）7月 4日晚，“活
力青春 唱响海棠”海棠区青年歌手大
奖赛总决赛在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
举行，经过初赛、预选赛后脱颖而出的
23 名选手为观众带来一场赏心悦目的
视听盛宴。

此次大赛由海棠区旅文局主办，大
赛自6月初启动以来，吸引89位选手报
名参赛，经过初赛、预选赛的激烈比拼，
最终 23 位选手入围总决赛。海南原创
音乐盛典年度最佳金曲奖、最佳音乐唱
作人奖获得者刘溢华等5位专业评审受
邀担任大赛评委。

在总决赛曲目中，既有《我和我的祖
国》《我们的中国梦》等歌颂中国共产
党、歌颂祖国、歌颂新时代的红色歌曲；
也有《我的海棠》《风吹海棠》等唱响青
春，表达对美丽家乡的赞美，对幸福生

活歌颂的歌曲。大赛中还穿插党史知识
有奖问答环节。

冠军选手马文佳是中国音乐学院的
学生，是土生土长的海棠人，她利用暑
假报名参赛，她带来自己擅长的民族艺
术歌曲《青玉案·元夕》。

“ 海 棠 ，我 的 海 棠 ，你 换 上 了 新
装 ；海 棠 ，我 的 海 棠 ，让 我 沉 醉 的 地
方……”《我的海棠》是亚军选手李
峻 昭 的 原 创 歌 曲 ，他 在 海 棠 工 作 六
年，在工作之余他将海棠美景、风土
人情、民间传说等融入自己热爱的音
乐中，希望更多人从音乐中发现海棠
的美。

“青歌赛”是海棠区文化品牌之一，
每两年举办一次。此次活动也是海棠区
庆祝建党 101 周年、喜迎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的系列活动之一。

海棠区青年歌手大奖赛总决赛收官

歌颂家乡美 唱响新时代

本报讯（记者 黄珍）近日，“书海里
的诗与歌”中华优秀传统诗词艺术歌曲
音乐会在三亚市图书馆精彩上演。

“音乐会”是市图书馆读者活动品牌
之一。表演者以声乐与钢琴融合的形
式，展现中华优秀传统诗词的唯美意境，
现场演唱了 14 首脍炙人口的声乐作
品。这些作品中既有先秦汉代和唐宋名
篇，也有按照古典名篇格律创作的诗词
新作，彰显中华诗词文化的独特魅力。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清

平乐·春归何处》用纯净的音色和真挚
的情感把观众带到歌曲的意境之中，由
此拉开整场音乐会的帷幕。《花非花》
《关雎》《凤求凰》《春思曲》中歌声与琴
声融合，让台下观众沉浸在诗词的思念
之情中，如痴如醉。《菩萨蛮》《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等作品的演
唱，感情热烈奔放而又深挚缠绵，淋漓
尽致地展现了诗词文化的悠远意境……
演出在全场合唱《歌唱祖国》的歌声中
落下帷幕。

中华优秀传统诗词艺术歌曲音乐会在三亚举行

再现文化经典 展现诗词魅力

崖州湾科技城公共艺术创作大赛初评结果公布

90件优秀作品入围

新华社伦敦 7 月 4 日电
（记者 张薇）中国球员张帅4
日和她的比利时搭档梅尔滕
斯直落两盘挺进温网女双八
强，张帅就此实现四大满贯
女双都至少打进八强的战
绩。由于两人之前都奋战单
打，张帅表示双打真的算“临
阵磨枪”，但截至目前比赛顺
利。

本次草地大满贯，33 岁
的张帅止步女单第三轮。梅
尔滕斯则是3日在女单16强
之战败北。没有了单打任务
的两人 4日携手出战女双第
三轮，对阵一对乌克兰和罗
马尼亚组合，第一盘第一局
即破发成功 6:4 拿下，第二
局则两度破发，6:3 实现胜
利，而且她们全程没给对手
一个破发点。

“今天挺正常的，我们配
合以来基本都是这样的比
分，自己发球局拿得比较顺

利，然后可以一盘破对手一
到两个发球局，整体比较顺
畅。”张帅赛后说。她坦言，
她和梅尔滕斯毕竟都还是单
打选手，“几乎没怎么练过双
打技战术的东西，所以看起
来可能没有那些主攻双打的
选手那么有战术性，算是‘临
阵磨枪’”。

不过，张帅已有美网、澳
网两个大满贯女双奖杯，梅
尔滕斯则是澳网、美网、温网
都体验过女双夺冠滋味。两
人这次联手以头号种子身份
出战，不可避免被问到对于
冠军的期待。

“我觉得还是注重眼前，
一步一步来，以前也没想过
澳网和美网（女双夺冠），所
以现在我个人而言还是比较
平静，就是每天做好应该做
的。”她说。

作为巡回赛中经验丰富
的球员，张帅这两年把自己

身体照顾得不错，因而觉得
有体力单、双打兼顾，大满贯
时还可以再多打一项混双。
张帅笑言：“一个人我也行，
两个人我也行，旁边男、女我
都行。我比较百搭。”

除了性格好，自言比较
包容又会安慰人、不挑位置也
是张帅能“百搭”的重要前
提。“他们问我站左边还是站
右边，站一区还是站二区，站
正手位还是反手位，我说我都
行。反正就是看你们，你们选
哪头，我就站另外一头。可能
我两侧比较平均，因为从小就
是打单打，练习时候正手斜线
多少个，反手斜线就多少个，
正手直线多长时间，反手直线
就多长时间。”

张帅/梅尔滕斯接下来
将与 7 号种子瓜拉奇/克莱
帕茨争夺四强席位，后者当
日淘汰了中国组合徐一璠/
杨钊煊。

新华社北京7月 5日电 国际
棋联消息，在西班牙马德里进行
的 2022 国际棋联世界冠军候选
人赛北京时间 5 日结束了收官
战，中国名将丁立人在该轮与美
国棋手中村光的对冲战中力克
对手，积8分获得亚军，这是中国
棋手在这一赛事中取得的历史
最佳成绩。

共有 8名世界顶尖棋手在马
德里进行双循环14轮比赛，最终
的胜者将获得与国际象棋世界
冠军进行对抗赛的资格。在第
13轮比赛中，涅波姆尼亚奇已提
前一轮蝉联候选人赛冠军，中村

光7.5分排名第二，丁立人7分排
名第三，最后一轮两人的对决将
直接决定第二名的归属。

丁立人本轮执白先行以后兵
起步，开局阶段中村光顺利获得平
先局面，进入中残局争夺后丁立人
有意避免简化将战斗延长，并逐渐
给对手施压。第35回合，中村光
在压力之下出现失误，丁立人的车
马象协调配合，未给中村光留下机
会，至58回合中村光停钟认负。

这是丁立人第三次参加世界
冠军候选人赛，也是中国男子棋
手第三次冲击国象巅峰。本次
比赛，丁立人出师不利不敌涅波

姆尼亚奇，随后经历七连和，之
后顶住压力，在最后六轮比赛中
赢下四轮，包括一次三连胜。凭
借收官战的胜利，前两次获得第
四名与第五名的丁立人最终以4
胜 8和 2负的成绩积 8分获得亚
军，创造了个人与中国棋手的候
选人赛最佳成绩。

该轮其他比赛中，阿塞拜疆
棋手拉贾波夫击败匈牙利棋手
拉波尔特，法国棋手菲罗贾战胜
美国棋手卡鲁阿纳。随着涅波
姆尼亚奇弈和波兰棋手杜达，他
以14轮不败积9.5分的成绩蝉联
赛事冠军，再次拿到挑战权。

收官战力克中村光获得亚军

丁立人创造中国棋手最佳成绩

7 月 5 日，陈清晨/贾一凡（右）
在比赛中庆祝得分。

当日，在吉隆坡举行的 2022 年
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女双首轮比
赛中，中国组合陈清晨/贾一凡以 2
比 0 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许嘉雯/林秋
仙，晋级下一轮。 新华社发

马来西亚大师赛

陈清晨/贾一凡晋级

首次打入温网女双八强

张帅解锁新成就

国象候选人赛

张 帅 在
比赛中。（资
料图）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