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篮球——亚洲杯小组赛：中国胜巴林
7 月 14 日，中国队球员王哲林（前中）在比赛中拼抢。
当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的 2022 男篮亚洲杯小组赛中，中国队以 80 比 79 战胜巴林队。

新华社发（祖卡南 摄）

新华社安卡拉 7 月 14
日电（记者 刘旸 熊思浩）
2022 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
14 日进行的四分之一决赛
中，中国队 1:3 不敌意大利
队，无缘半决赛。意大利队
则首次闯入世界联赛四强。

中 国 队 曾 在 2018 和
2019 两年世界联赛上获得
季军。本赛季第一阶段比
赛中，意大利队以10胜 2负
位居第三，中国队以 8 胜 4
负位居第四。

首局中国队开局顺利
以12:8领先进入技术暂停，
随后李盈莹和袁心玥接连
拦网得手，将比分扩大至
15:9。中国队 17:11 后，意
大利队在埃格努发球轮打
出一波 7:0 的攻势，反超比
分，并最终以 25:22 赢下首
局。埃格努得到首局全场
最高的10分。

第二局，中国队以 6:3
开局，随后被对手打出一波
6:1 的攻击波，其中埃格努
发球轮迫使中国队丢掉 3
分，以 10:12 落后进入技术
暂停。中国队 15:16 落后
时，又是埃格努的发球轮。
对方再次连续施压，将比分

扩 大 至 21:15，并 最 终 以
25:19再下一城。

第三局中国队 7:6领先
后，在袁心玥的发球轮打出
7:0 的攻势，意大利队不得
不在技术暂停后再次请求
暂停。当中国队以20:13领
先时，意大利队在主攻手博
塞蒂的发球轮掀起一波反
扑，连下 6 分。中国队请求
暂停，稳住阵脚，最终凭借
李盈莹的重扣以26:24扳回
一城。王媛媛贡献该局全
场最高的 4 次拦网得分，龚
翔宇拿到该局全场最高的8
分。

第四局双方比分始终
紧咬，中国队最多时以 17:
14领先 3分，但意大利队在
发球直接得分、拦网和扣杀
方面全面开花。埃格努单
局再次砍下 10 分，帮助球
队以25:22锁定胜利。

本场比赛埃格努得到
全场最高的 36 分，龚翔宇
得到全队最高的 20 分，李
盈莹得到 16 分。中国队在
拦网得分上以12:7领先，意
大利队有 8 次发球直接得
分，中国队一传到位率只有
34%。

世界女排联赛

中国队不敌意大利队 无缘半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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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吉阳区干沟村岭仔村民小组
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账

号：946001010025058889，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20008731001，现声明

作废。

★三亚市吉阳区安罗村股份经济合作

联 合 社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账 号 ：

946009010021278889，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20008315802，现声明作废。

★三亚市吉阳区安罗村安三村民小组

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账

号：946008010021296668，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20008315601，现声明

作废。

★三亚市吉阳区安罗村罗一村民小组

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账

号：946005010021288890，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20008315701，现声明

作废。

★三亚市吉阳区安罗村罗二村民小组

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账

号：946009010024828904，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20008694801，现声明

作废。

★三亚市吉阳区安罗村安二村民小组

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账

号：946006010024828907，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20008694701，现声明

作废。

★三亚市吉阳区安罗村罗三村民小组

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账

号：946006010021278890，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20008316001，现声明

作废。

★三亚市吉阳区安罗村上安一村民小

组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

账号：946005010021278891，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20008315901，现声

明作废。

★三亚市吉阳区安罗村下安一村民小

组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

账号：946002010021278894，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20008331601，现声

明作废。

★三亚市天涯区海坡村股份经济合作

联 合 社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账 号 ：

946004010020761690，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20008262601，现声明作废。

★三亚市天涯区海坡村第四村民小组

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账

号：946002010020761692，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20008262801，现声明

作废。

★三亚市天涯区海坡村第五村民小组

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账

号：946001010020718891，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20008262001，现声明

作废。

★三亚市天涯区海坡村第七村民小组

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账
号：946001010020728890，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20008262101，现声明
作废。

★三亚市天涯区海坡村第十一村民小
组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
账号：946003010026028913，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20008830601，现声
明作废。
★三亚市天涯区红塘村玉盘村民小组
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账
号：946002010020928895，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20008287301，现声明
作废。
★三亚市天涯区红塘村布营村民小组
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账
号：946002010026156681，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20008846401，现声明
作废。
★三亚市天涯区红塘村永日第一村民
小组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
证，账号：946003010020936889，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420008286601，现
声明作废。
★三亚市天涯区红塘村头亚第二村民
小组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
证，账号：946005010020936895，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420008287001，现
声明作废。

★三亚市天涯区红塘村布福第二村民
小组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
证，账号：946007010020958889，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420008287401，现
声明作废。
★三亚市天涯区红塘村焕合村民小组
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账
号：946008010020948889，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20008287601，现声明
作废。
★三亚市天涯区红塘村饭粒村民小组
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账
号：946008010020990253，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20008286501，现声明
作废。
★三亚市天涯区红塘村永日第二村民
小组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
证，账号：946009010020928898，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420008286701，现
声明作废。
★三亚市天涯区华丽村加查村民小组
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账
号：946000010023838895，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20008575401，现声明
作废。

★三亚市天涯区华丽村龙干第二村民
小组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
证，账号：946000010026838892，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420009023301，现
声明作废。
★三亚市天涯区华丽村布良村民小组
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账
号：946002010023838893，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20008570501，现声明
作废。
★三亚市天涯区华丽村龙外村民小组
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账
号：946004010023748900，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20008569601，现声明
作废。
★三亚市天涯区华丽村加那村民小组
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账
号：946004010027236670，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20009083701，现声明
作废。
★三亚市天涯区华丽村龙练村民小组
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账
号：946005010027226670，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20009068101，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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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滨海天福源度假酒店有限公司遗失公众聚集场
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编号：三公
（河西）消安检字【2016】第0010号，现声明作废。
★三亚滨海天福源度假酒店有限公司遗失公共场所卫
生许可证，现声明作废。
★三亚滨海天福源度假酒店有限公司遗失温泉取水许
可证，现声明作废。

★三亚符显抱罗粉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60203MA5RF4LN55，现声明作废。
★三亚符显抱罗粉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
证编号：JY24602001317517，现声明作废。
★海南冠袤翔废品回收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
明作废。

★ 三亚滨海天福源度假酒店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编号：JY24602001194777，现声明作废。
★三亚滨海天福源度假酒店有限公司遗失二次供水单
位卫生许可证，编号：三卫水证字【2016】第 027 号，现
声明作废。
★三亚滨海天福源度假酒店有限公司遗失特种行业许
可证，编号：三公特旅字第019号，现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三亚滨海天福源度假酒店有限公司遗失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编号：460030280295，现声明作废。
★三亚滨海天福源度假酒店有限公司遗失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琼F高危（2017）106
号，现声明作废。
★三亚滨海天福源度假酒店有限公司遗失城镇污水排
入排水管网许可证正、副本，编号：琼三住排字第
【2018】145号，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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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布达佩斯 7 月 13 日
电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
球星挑战赛布达佩斯站13日进行了
正赛首日争夺，中国队选手在五个项
目上共出战 9 场比赛，赢得 7 场胜
利。

男单首轮中，向鹏以3:1战胜韩

国选手李尚洙。林高远直落三局击
败东道主选手埃克塞奇。袁励岑在
先赢一局的情况下，1:3被法国选手
西蒙·高茨淘汰出局。

女单方面，范思琦以3:0击败法
国老将袁嘉楠。刘炜珊与印度的巴
特拉经过五局苦战，以 3:2 拿下比

赛。最后出场的蒯曼对阵德国选手
单晓娜，双方战满五局，蒯曼以 2:3
落败。

马龙/王楚钦在男双八分之一决
赛中的对手是法国组合勒布伦兄弟，
国乒组合以3:1取胜。马龙认为，对
方很有特点，还有个直板选手，15岁

和 18岁的年纪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不光刻苦，天赋也很重要。

女双16强战中，孙颖莎/王曼昱
以3:1战胜匈牙利组合波塔/马达拉
茨。孙颖莎表示，在适应场馆方面需
要多沟通，之后的对手会更强，希望
能更快进入状态。

混双首轮，王楚钦/王曼昱与中
国香港组合黄镇廷/杜凯琹战满五
局，最终以3:2获胜。王楚钦肯定了
对手的实力，表示他与搭档赛前做了
困难准备，也进行了针对性训练。王
曼昱表示，与王楚钦时隔很久再次配
合，希望通过比赛能磨合得更好。

球星挑战赛正赛首日 国乒9战7胜

扬科维奇：

东亚杯国足会倾尽全力
新华社青岛7月14日电（记者 王凯）14

日，国家男足选拔队主教练扬科维奇表示，每
名国足队员都将在东亚杯赛中全力以赴。

国足选拔队于 13日起赴青岛市集训，备
战即将于 19 日在日本揭幕的东亚杯足球赛
（东亚四强赛）。

“这支队伍会倾尽全力，展现出我们的水平
和实力。”扬科维奇说，这次比赛对队伍来说是
考验，因为对手都很强。但是如果想提高、想变
得更好，则必须跟强队过招。球队尊重所有对
手，但是更尊重这身球衣和所代表的国家。

“每位球员都会有自己防守端和进攻端
的任务。同时要求每位队员只要上场就倾尽
全力付出所有。不管日本、韩国派出什么样
的阵容，我们都专注于自己。我们更在乎的
是代表谁，我们代表着国家。”扬科维奇说。

扬科维奇表示，公众似乎更关注“谁去
踢”，但是作为主教练他会想“怎么踢”，所以
他用了4年时间打磨出一套专属于中国队的
踢法和系统。通过这样的方式，队伍会选择
最合适的阵型和最有效的方式来进行比赛。

新华社美国尤金 7 月 13 日电
（记者 王子江）距俄勒冈田径世锦
赛开幕还有两天时间，中国选手 13
日抓紧时间进行最后的训练，短跑
名将苏炳添也来到训练场，进行了
抵达尤金后的首次训练。

中国短跑队前一天刚刚来到尤
金，当天下午四点左右，谢震业与女
子短跑队率先来到位于比赛场地 5
公里外的莱恩社区学院体育场，苏

炳添之后与跳远名将王嘉男也来到
训练场，训练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

谢震业训练后告诉新华社记
者，自己已经在国外训练和比赛长
达半年时间，亚运会被推迟后，训练
节奏有些被打乱，经过适应，现在状
态已经逐渐恢复。

谈到本次比赛的目标，谢震业
说：“最好这次在200米比赛中突破
20秒，只有突破20秒才能体现今年

恢复到正常的水平线上。”
苏炳添和谢震业本届世锦赛

上除分别参加男子 100 米和 200
米 比 赛 外 ，还 将 携 手 参 加 男 子
4X100 米接力比赛。在去年东京
奥运会上，汤星强、谢震业、苏炳
添、吴智强在 4X100 米接力中夺得
铜牌，人们这次对他们仍然有很高
的期待。

六名女子短跑选手在训练场

上非常亮眼，除梁小静身穿白色训
练服外，其他五名选手全身着“中国
红”，她们在场上分组进行了长时间
的交接棒练习。六名选手中，葛曼棋
和梁小静还将参加女子100米比赛。

葛曼棋说，本赛季取得了比较
大的进步，成绩基本稳定在11秒 10
左右，希望通过本次比赛，能够有更
大的提升。

梁小静是半年来第一次与队友

进行接力练习，显得有些兴奋。她说，
自己6月22日肌肉拉伤，中间一个星
期没有训练，这是她运动生涯中第一
次拉伤肌肉，刚开始心里很忐忑。

“教练对我比较担心，但我比较
乐观，现在应该恢复到 90%了吧！”
这位来自广东的姑娘笑道。

男子100米比赛将从15日开始
举行，女子 100 米比赛将在 16 日展
开。

田径世锦赛 中国选手赛前训练忙 苏炳添首次亮相

世界运动会：

中国武术队再添两金
新华社美国伯明翰 7月 13 日电 13 日，

在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翰举办的第 11 届世
界运动会上，中国武术队再创佳绩，摘下两枚
金牌。

当日，两名女运动员代表中国武术队出
战。女子长拳项目中，来自福建的赖晓晓表
现优异，夺得冠军。“00后”小将张雅玲在女
子南拳南刀全能项目上展现出统治力，她在
两个小项中都排名第一，最终高分夺冠。

至此，中国武术队在世运会上参加的四个
项目全部夺冠，实现了赛前“保三争四”的目标。

2021 年，国际武联正式成为国际世界运
动会协会会员。中国武术队领队徐翔鸿表
示，参加世运会对中国武术的推广具有重要
意义，向世界传播中国武术也是文明互通互
鉴的一种形式。

目前，中国代表团在世运会上已经夺得9
金 4银 1铜，其中武术队摘下 4金，蹼泳队贡
献 5金 4银 1铜。中国队在金牌榜上排名第
六，德国队以16块金牌排名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