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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根据本案申请执行人海南
陵水宝玉有限公司、李振龙、千红
花与被执行人三亚志成彩色印刷
有限公司、徐丽、李祥宇、王薇的申
请，现就本案债权、权益申报公告
如下：

一、申报内容：
1、三亚志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向本院书面申报与三
亚志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的相关
债权，出示身份证件，书面说明债
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形成原因
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
证据材料。

2、三亚志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名下“银河公寓”房屋权利人应向
本院书面申报与“银河公寓”房屋
相关权益（包括经营权、租赁权、抵

押权、查封权利等），出示身份证
件，书面说明权益详情、形成原因，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二、联系电话及申报方式：
1、申报电话：0898-88866508。
2、申报方式：请将申报材料邮

寄至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金鸡岭
路383号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
局，邮编：572000，收件人：肖传义
法官，并在邮寄单上注明“（债权人
姓名/名称）债权申报字样”，保留
邮件寄送底单备查（仅限以 EMS
特快专递方式邮寄〉。

三、申报时间：自 2022 年 7 月
19日起至2022年 9月 18日止。

特此公告
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年 7月15日

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2执恢60号

★三亚市非公有制新生代联合会遗失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发票章各
一枚，现声明作废。
★ 三 亚 日 中 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8MR591）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华社美国尤金 7月 20日电（记
者 王子江）中国选手冯彬 20 日在俄
勒冈世界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
中，第一投就取得 69 米 12 的全场最
佳成绩，最终强势夺冠，为中国队赢
得本届世锦赛第二金。

决赛有12名选手参加，包括来自
美国的东京奥运会冠军奥尔曼和冯
彬一直以来的偶像、曾经两夺奥运冠
军的克罗地亚名将佩尔科维奇。冯
彬从未在奥运会、世锦赛中进入前
三，因此并不被看好，但第八位出场
的她第一投就创造了奇迹，把铁饼扔
到了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距离。

冯彬把 66 米的个人最好成绩提
高了 3米 12，这个成绩成为所有人追
赶的标杆。佩尔科维奇尽管在第二
投取得 68 米 45 的赛季个人最佳成
绩，也只能获得银牌。奥尔曼以68米
30 摘得铜牌。冯彬接下来的五次试
投也都没能超越自己，最好成绩是第
三投的66米 89。

“非常开心，非常激动。”身披国
旗在尤金的海沃德田径场庆祝完胜
利后，冯彬爽朗地笑道。

资格赛一投晋级后，冯彬决赛的
“心理预期是 66 米以上”，投到 69 米
“根本不敢想象”。她说，因为主要对
手的最好成绩都在70米以上，她只能
寄希望于前三投，这也是赛前一直训

练的重点，这样的战术最终让她突出
重围。

“我知道第一投是超常发挥，能
否拿这块奖牌只能看对手的表现
了。”

冯彬的爆冷，也让佩尔科维奇和
奥尔曼震惊不已。

世界排名第一的奥尔曼赛后说：
“两年前，我们在钻石联赛中经常较
量，但自从东京奥运会后，我们再没
见过面。她今天发挥太好了，我为她
感到激动。但这个成绩的确令人震
惊。”

两次赢得世锦赛冠军、7 次赢得
钻石联赛总决赛冠军的佩尔科维奇
也表示，从没有想到来自中国的冯彬
会夺冠，但她同时向冯彬表示祝贺：

“取得这样的成绩必须凭借很好的运
气，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获得‘红地
毯’的待遇。”

这是继李艳凤在 2011 年大邱世
锦赛夺得女子铁饼金牌后，中国选手
第二次在这个项目上夺冠。这块金牌
也是中国队继王嘉男在男子跳远夺冠
后，本届世锦赛上赢得的第二金。

冯彬小学五年级开始练习铁饼，
曾参加过 2017 年伦敦世锦赛和 2019
年多哈世锦赛，分别取得第八名和第
五名。她还参加了里约和东京两届
奥运会，一次第八，一次未进决赛。

冯彬一投定“金”
震惊自己也震惊对手

新华社美国尤金 7月 20日电（记
者 王子江）奥运冠军刘诗颖 20 日在
这里举行的世界田径锦标赛女子标
枪资格赛中，第一次试投就超过及格
线，顺利进入决赛。另一位中国名将
吕会会三投失手，未能晋级。

刘诗颖当天分在 B 组第三个出
场，第一枪就取得63米 86的成绩，大
大超过62米 50的及格线，轻松晋级。
分在 A 组的吕会会三次试投均未过
60米，以第二投 57米 59的成绩在 27
名参赛选手中排在第16位，无缘只有
12名选手参加的决赛。刘诗颖的成绩
在所有选手中排在第二位，仅次于日
本选手北口榛花投出的64米32。

这是 33 岁的吕会会第四次世锦
赛之旅，也是第一次未能晋级决赛。

前三次她获得一银两铜。
在上届多哈世锦赛上获得银牌的

刘诗颖赛后非常高兴，她说：“好久没
有参加比赛，上场真是又激动，又紧
张，又兴奋。今天第三个出场是特别
好的位置，能抓住机会一枪过，对这
个结局非常满意。”

女子标枪决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
23日上午举行。刘诗颖说，突破自我
一直是自己的目标，从没有把奥运冠
军的光环扣在自己身上，下了领奖台
一切从零开始，希望稳扎稳打，突破
下一个更高的目标。

“我可以接受失败，但接受不了
赛场上萎靡的状态，在场上要表现出
中国运动员的精气神。”这位山东姑
娘说。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1 日电（记
者 郑直 王镜宇）国际棋联消息，当世
界各地正庆祝 7 月 20 日世界国际象
棋日之际，现任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
尔森公开声明他将不再卫冕，这意味
着中国棋手丁立人与俄罗斯棋手涅
波姆尼亚奇将在 2023 年国象世界冠
军赛争夺棋王头衔，这将是中国男子
国象棋手第一次有机会冲击世界冠
军宝座。

“我没有动力再去下一场世界冠
军赛了。”卡尔森在一档播客节目中
表示，“我只是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去
争取的……我相信从创造历史的角

度，这样一场比赛会很有趣，但我没
有任何意愿再去下了。”

31岁的卡尔森在2021年 12月以
7.5:3.5 的比分击败涅波姆尼亚奇，第
五次捧起世界冠军奖杯，在那之后他
曾多次流露出不再卫冕的想法。在
前不久马德里举行的 2022 国际棋联
世界冠军候选人赛的最后阶段，卡尔
森曾与国际棋联主席德沃尔科维奇
等会面告知他的决定。

德沃尔科维奇20日发布声明称：
“无论卡尔森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做出
什么决定，他都应该得到国际棋联和
整个国象界的尊重，历史上只有少数

人能够理解下五场世界冠军赛所付
出的巨大代价。”

不过卡尔森也强调，自己并非退
出国象赛场，仍将是一名活跃的棋
手。

在马德里候选人赛中，涅波姆尼
亚奇夺冠，获得与世界冠军进行对抗
赛的资格。而若卡尔森不参加计划于
2023年上半年进行的世界冠军赛，根
据目前国际棋联的规程，将由候选人
赛第二名递补。这意味着，候选人赛
亚军丁立人将与涅波争夺棋王头衔，
这是中国国象的一次历史性突破。

丁立人目前仍在西班牙，预计于

8月初回国。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丁立人说，自己当天最早是在群
聊中得知了这一消息，非常意外，但
也理解卡尔森的想法，“他慢慢地觉
得缺少动力，想要卸下世界冠军头衔
这个负担和责任，想要去享受国际象
棋的快乐”。

在马德里，丁立人出师不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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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收官一战，他力克暂列
第二的美国棋手中村光，反超对手获
得亚军，创造了个人与中国棋手的候
选人赛最佳成绩。

“不见面审批、开办企业一日
办结……我从东北来到海口创业
已有一年多，如今最大的感受就是
这里办事十分便捷。”海南缪斯体
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全
兴说道，他所在的企业从注册到落
地经营，用了不到 3 个月的时间。
海口办事效率高，营商环境优，为
企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为什么会选择来到海口？“我
是被海口的自然环境和自贸港政
策优势吸引过来的。”宋全兴说，经
过前期的市场调研，他发现海口全
民健身运动蓬勃发展，海口的文体
产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
简税制”等特殊政策，加上得天独
厚的自然环境优势，让越来越多的
市场主体“抢滩”体育产业。

在海南著名的冲浪胜地万宁，
近 30家冲浪俱乐部驻扎在日月湾
冲浪小镇。暑期万宁迎来了一波
冲浪游客的高峰，不仅教练们的课
程排得满满当当，许多店内的冲浪

板更是“一板难求”。
“暑期来临，俱乐部每天接待

100多个学员，其中小朋友占到一
半，人均体验价格在700元左右。”戒
浪不冲浪俱乐部运营负责人陈静介
绍说，百分之九十的客人在店内购买
冲浪装备，自贸港免税政策将推动进
口冲浪装备市场的快速发展。

“种在大海之南，向北生长”。
2021 年 12 月，郝鹏从北京辞职与
朋友在海南合办了一家体育产业
公司。他介绍说，看好海南发展水
上运动和自贸港发展前景。公司
暑期在万宁开展海洋学堂研学项
目，带领小朋友们开展航海体验、
海洋保护等活动，已接待成都和上
海多个研学旅行团。

目前，正在建设中的三亚国际
体育产业园吸引众多企业的目
光。这个三亚体育旅游的标志性
项目，将建设体育中心、体育主题
酒店、国际汽联 FE 赛车娱乐综合
体、电竞公园等，未来将有近百家
上下游企业参与管理和运营。

“体育+”为何火爆？
——海南发展体育产业经济观察

新华社记者 柳昌林 刘博

百项赛事火热琼岛，多个国家训练基地落户加持，体育旅游
花样百出……

盛夏海南，骄阳似火，“体育+”火爆异常。在常态化疫情防
控下，海南“一手撑伞，一手干活”，大力发展“体育+”新业态，为
稳住经济发展作出体育贡献。

现任棋王卡尔森放弃卫冕

丁立人晋级国象世界冠军赛

这是 6 月 3 日拍摄的开幕式现场（无人机照片）。当日，2022
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开幕式在海口五源河体育场举行。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女子标枪资格赛

刘诗颖一枪晋级
吕会会遗憾出局

7 月 20 日，冯彬庆祝夺冠。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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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场赛事，火热琼岛

近期，海南的足球和篮球的球
迷“过了把瘾”，中超联赛和中国
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两项高
规格赛事相继在海口举行。

从 6月 3日至 7月 11日，中超
联赛海口赛区共进行 10 轮 30 场
比赛的角逐，其中揭幕战等六场
比赛开放观众入场，吸引近两万
名观众现场观赛。

6 月底，洋溢着青春气息的
CUBA也“到访”海口。从早上到
晚上三个时段均对观众开放，在
海口体育馆掀起一场场“青春风
暴”，连台风天都挡不住球迷们的
观赛热情。

中超和CUBA不仅带来流量，
还带动了旅游消费。“看完比赛游
海口”一度成为球迷的口号。24
岁的留念从杭州来到海口观赛。
她说：“对球迷来说，能现场观看
浙江队重回中超联赛的第一场比
赛很激动，观赛后再去景点转转，
免税店购物。”

CUBA 海口赛区 7 个比赛日

累计超5000名球迷现场观赛。无
论是“远征军”，还是省内球迷，他
们的到来都直接、间接地拉动海
口的餐饮、住宿、交通运输等行业
的收入。

“下半年每个月要办十几项赛
事，可把我们忙坏了。”万宁市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局长姚旺说。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负责人介绍，下半年海南计划
举办100余项体育赛事活动，其中
大众观赏型赛事活动 33 个，大众
参与型赛事活动75个。

除了举办各种比赛，还打造潜
水、冲浪、露营、骑行等众多群众
参与的特色体育活动，游客、市民
可看赛事、做游戏、尝美食、听电
音等，体验感十足。

海南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房
殿生说：“‘体育+旅游’可以同时
满足人们休闲出游和体育运动的
双重需求，逐渐成为后疫情时代
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和快速提振
经济的较佳手段。”

国家基地落户，加持体育产业发展

6 月 26 日和 28 日，中国足球
（南方）训练基地授牌仪式、国家
潜水南方训练基地揭牌仪式分别
在海口市和万宁市举行。

国家潜水南方训练基地可以
体验游艇出海、岛礁潜水、极速海
上运动等“清凉”旅游项目。中国
足球（南方）训练基地已接待男女
足国家队的训练，并承接了 2022
赛季的中超和女超联赛。

此前，已有国家帆船帆板训练
基地、国家冲浪基地等多个国家
训练基地落户海南。国家基地不
断落地海南，“加持”当地体育产
业发展，成为城市发展和经济复
苏的“助推器”。

“国家摩托艇训练基地即将在
神州半岛这边落地。”万宁市副市
长季浩表示。

近年来，万宁市借助国家冲浪
基地落地日月湾的契机，打造以

冲浪产业为核心的集体育、文化、
艺术、娱乐等为一体的产业集群，
开启了万宁旅文新征程。

季浩表示，依托三个国家训练
基地，万宁市推动文体旅游新业态
向上下游延伸，形成体育赛事、体
育培训、场地设施、考级考证、器材
装备销售、户外音乐节等多元化产
业集聚的产业链条和产业生态系
统，推动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
全力向“百亿级”产业迈进。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局局长王可说，随着中国足球（南
方）训练基地落户海口，将吸引越
来越多国家级的品牌赛事，定期
定址落户在海口，在自贸港建设
背景下，海口将打造成亚洲乃至
世界的体育旅游交流和体育竞技
所在地，为海口“活力之城 、机遇
之城”带来越来越浓厚的体育氛
围。

企业纷纷看好，政策优势明显

2021 年至今，海口、三亚等市
县疫情也曾多次反复，海南坚持

“一手撑伞，一手干活”。支持中超
“开放”办赛，不仅体现了当地政府
的担当，也是海南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缩影。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局副局长谢晓平说，尽管有风险，
但省里和市里想通过这一次中超
的赛事，让更多人了解海口，希望
以这次中超的赛事为契机对海口
市进行一次城市形象营销，展现海
南自贸港风貌。

5 月，海南放宽跨省人员流动
的疫情防控政策。“体验帆船的人
数一下‘跳了起来’。”郝鹏说，游
艇会2021年 6月接待旅客1552人
次，今年 6月接待旅客 1932 人次，
今年线下渠道人数相当增量均来
自线上 OTA 平台预定，同比增长
24.5%。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到来，海南
三亚、万宁等地登上各大航旅出行
平台热搜榜，旅游消费市场持续回
暖。

记者在三亚、万宁等海边高端
酒店看到，酒店前台登记入住排起

长队，停车场停放的是来自全国各
地的自驾车。

民宿短租平台途家数据显示，
6月份，海南民宿预订量环比增长
近一倍，民宿交易额环比增长超两
倍。

业内人士分析，疫情下的海南
旅游呈现年轻化、小团体化、技能
化等新特点，这与海南发展“体
育+”方向是一致的。

随着“95 后”逐渐成为主流消
费群体，技能型旅游占据夏季旅游

“C 位”。华润石梅湾国际游艇会
总经理郭凯东说：“目前小团体旅
游火爆，越来越多年轻人自驾来到
万宁。从观光旅游向技能型旅游
转变，通过学习航海和潜水技能，
考取相应的证书，实现自我价值提
升。”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厅长李辉卫表示，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我们主动作为，引入适
合海南的国际一流赛事，举办丰富
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积极培育

“体育+”新业态和新热点，为经济
复苏作出体育贡献。

（新华社海口7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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