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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达贷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66775888 13907566137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贷款 三百万起
贷 地域不限 企业 个人均可、手
续简单、放款快。代打全国各类
保证金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成都锦江区新光华街7号

供 求

▲海南榛宝百年实业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刻章许可证，证号为：
0161340.声明作废。
▲海口景山学校遗失发票一张，发
票代码：246001360413，号码：
00209578，特此声明。
▲海口龙华新中城通信服务部不
慎遗失中国移动资金往来发票一
张，金额2000元押金，发票编号:
2073490，现特此声明作废。
▲东方感城供销物资有限公司供
销加油站 不慎遗失增值税普通发
票 一 份 ，发 票 代 码 为 ：
4600151320，发 票 号 码 为 ：
00321276，声明作废。
▲汪邵晨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10303198909040046 ，特此
声明。
▲王智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28199501033613 ，现特
此声明。
▲澄迈金鑫冷冻食品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财政局遗
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琼
中县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2718402， 账 号 ：
46001006936050002243，特此声
明。
▲ 母 亲 张 英 身 份 证
（500234198410190804）于 2002
年 08月 03日在海南省人民医院
出生男婴1名，其出生证遗失，出
生证编号：A460042753，声明作
废。

异议，将按有关规定给予办理相关
手续，特此通告。联系人：张小星，
电话68522073 地址：海口市政府
服务中心国土局行政审批办.
2015年8月5日

声明
本人许允泰，于2013年 1月将所
持海南百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股份转让其他四位股东，本人已不
是股东，不承担任何债权债务。请
受让股份股东2015年8月15日前
与本人联系办理股权变更事宜，逾
期责任自负。特此声明。联系电
话：13907581180

注销公告
海口盛世空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拟向海口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保亭县七仙黎锦织绣专业合作社
拟向保亭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乐东信达种养专业合作社向乐东
工商局申请注销，债权偾务人见报
45天到合作社办理相关宜事。

注销公告
万宁红树林互联网服务有限公司
拟向万宁市工商局申请注销，债权
债务人见报45日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定安翔兴黑猪繁育基地（普通合
伙）拟向定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日报起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定安富文翔兴饲养专业合作社拟向
定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日报起45天
内到本合作社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昌江南冠宾馆有限公司拟向昌江
县工商局申请注销，债权债务人见
报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华牛冷气工程有限公司拟向
海口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
司办理相关事宜。

公示
我处受理王春燕等人继承彭国兴
遗产公证，自本公示发布日起七日
内如有利害关系人有异议，可向我
处提出。钟文恒，电话66759256。

海南省海口市椰海公证处

保障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故通知
你十日内将该砖厂进行拆除转移，
并清理地面残留物品。特此通知。

海南多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8月3日

注销公告
海南荣信诚财税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拟向海口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
到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养生堂（海南）野生龟鳖养殖有限
公司拟向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之日
起 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
宜。

海南仲裁委员会公告
冯贞英、蒲宇菲：
本委受理海南金欣担保投资有限
公司与你方追偿权纠纷案，仲裁庭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海
仲字第168号《裁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

二O一五年八月五日

海南仲裁委员会公告
朱有朝、海南神州朝阳照明设备有
限公司：本委受理邓海军与你方民
间借贷纠纷案，仲裁庭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2015）海仲字第203
号《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二O一五年八月三日

海南仲裁委员会公告
（2015）海仲字第9-1号

蒋苏宾、李春桦：本委受理庄明亮
与你方借款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海仲
字第9号仲裁裁决书。请你方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委（海口
市和平大道18号寰岛泰得大酒店
6楼）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

二○一五年七月三十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注销房屋国有土地使用权

分割转让证明书的通告
海土资审字【2015】128号

海南友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
于海口市美兰区海景路82号，土
地分摊面积697.96平方米，编号为
200811035的《房屋国有土地使用
权分割转让证明书》已丢失，现通
告注销。凡对此有异议的，请于本
通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我局
行政审批办提出书面意见和证据
材料。逾期，我局视该土地权益无

▲海口龙华阮氏石业销售中心遗
失税务登记证副本，证件编号：
35012319630824451X，特 此 声
明。
▲海口市长流镇美楠村民小组遗
失集体土地证，证件编号:海口市
集有（2005）第 000774 号，地号
03- 15- 00905，海 口 市 集 有
（2006）第 000008 号，地号 03-
15-00971，海口市集有（2005）第
000773 号，地号 03-15-00902，
海口市集有（2006）第000442号，
地号03-17-00526，海口市集有
（2006）第 000009 号，地号 03-
15-00906，海口市集有（2005）第
000769 号，地号 03-15-00904，
声明作废。
▲ 孙 烨 岑 （ 身 份 证 ：
310101198611071029）于 2013
年 02月 17日在海口市妇幼保健
院解放东分院出生男婴一名，其出
生证变更，编号：O460062110，声
明作废。
▲海南泯华投资有限公司琼中分
公司遗失发票记账联，证件编号：
24600049012400023569，声明作
废。
▲海南泯华投资有限公司琼中分
公司遗失发票记账联，证件编号：
24600049012400023572，声明作
废。
▲澄迈坤英实业有限公司遗失中
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证件编号：69317840-9，声
明作废。
▲陈启益不慎遗失华能海南发电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挂失凭证，编
号：0002877，特此声明。
▲聂清林遗失五指山市避暑二期
D5栋 903房 4张收据，票号分别
为：0003168、0009834、0001770、
0008579，声明作废。
▲伍佳俏不慎遗失警官证，警官证
号码：琼边字第3677号，印刷号:
00525106，现声明作废。
▲陈燕盈不慎遗失湖北经济学院
2013 届毕业生报到证，证号：
201311600201677，现声明作废。
▲瞿飞不慎遗失继续教育证书一
本，证书号20116009号，现声明作
废。
▲朱军不慎遗失继续教育证书一
本，证书号20114495号，现声明作
废。
▲洋浦远程物流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司车辆（琼E05652）的二保卡
（卡号为462000002659），特此声
明作废。
▲陈德和化肥店不慎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各一本，纳税人识别
码：460006198505041319G1，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农合城市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章、合同章、公章，特此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不慎遗失海
口市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
限公司白石溪分社存款账户，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410007226902,
编号：6410 一 00204549，账号：
1006307800000246
▲黄桂凤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码:460100195907090328，特 此
声明。
▲临高泽业南沙渔业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合同专用章和财务专用章
各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益嘉源药业有限公司财务
章损坏，现声明作废。
▲海口迈高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税
号 460100693160516，遗失金税
盘一个，现声明作废。
▲弥弥遗失房产证，证件编号：
HK238114，特此声明。
▲汕头市人民政府驻海口办事处
遗失农业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05581701，特此声明。
▲海口龙华金和源水电物资商行
遗失开户许可证及机构信用代码
证，核准号：J6410015589601，机
构 代 码 证 编 号 ：
G7046010601558960F，声 明 作
废。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
口第二支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证 件 编 号 ： （ 分 ）
460100000361406；经营保险业
务 许 可 证 正 本 ，证 件 编 号 ：
0061372， 机 构 编 码 ：
000020460106，声明作废。
▲吴海诚遗失琼 E04041 营运
牌。证件编号：19-002170，声明
作废。
▲陈进文遗失电工上岗证，证件编
号：T440510199110100014，声明
作废。
▲海南伍兴实业有限公司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本），证件编号：
460100096409600，声明作废。
▲海口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遗
失海南省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
票 发 票 联 1 张 ，发 票 代 码:
246001360413， 发 票 号 码:
00876591，声明作废。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首家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旺铺租售
南宝路旺铺租售，价格从优。刘先
生13876017164

求租海口临路约30亩土地
李先生18976762122

三亚市郊260亩农场转让
交通便捷、配套完善，价格面议。
13876528726

通知
徐日雄：
澄迈县金江镇大拉村委会河沟老村
村址土地使用权归我公司所有，你
于2010年在该土地上私自建设了
临时砖厂，公司至今仍未收到你的
土地使用费，现我公司欲收回该土
地使用权并即将转租该土地，为了

欢迎乡镇、农村、农场等偏远地区客户在
《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刊登分类广告

为方便乡镇、农场、农村等其他偏远地区办理分类广告，发行
中心开通以手机短信、QQ、微信等形式多样的办理渠道，以方便
广大客户刊登广告。可承接办理：身份证等各类证件遗失，法院、
住建局等各类政府单位公告，商业信息，农产品名特优推介等。

帐户：海南日报社发行部
帐号：2201021109200007117 开户行：海口市工行金盘支行
电话：13976322100

国贸发行站 13876677710 18689865272
琼山发行站 13198919988 13627537032
白龙发行站 13098993210 13876984883
新华发行站 13379877754 13976834458

白坡发行站 13698980708 13907558778
秀英发行站 13198947206 13697591335
海甸发行站 13807596387 13687597776
DM夹页广告办理电话 66810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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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广告：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买五送二
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228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1楼广告中心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3876620309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三亚 18976292037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3976578108
五指山 18689861608
文 昌 13307616119
琼 海 18976113800

琼中 13907518031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 13907518031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3976599920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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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 款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647576863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想要让自己的暑假变得更有意义吗？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发行中
心举办“第八届南国卖报小行家”活动。通过这个活动，参与的学生们
能够自我磨练、增长见识，感受到劳动的苦与乐，养成自力更生和勤俭
节约的好习惯。本中心还准备了丰富的奖品和好玩有趣的户外活
动！卖报期间，小报童们的卖报体会或日记、感想等优秀文章，将有机
会被挑选出来发表在南国都市报和南国都市报新媒体、南海网为此次
活动专设的“卖报小行家”专栏。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你准备好了
吗？赶紧联系我们吧！欢迎大家拨打活动咨询及报名电话：盘沣锐
15595727909；钟 明 敏 15008983873；QQ 群 202074457

第八届“南国卖报小行家”火热招募中

公告
海南临高农丰实业有限公司：你公
司与波莲镇多贤村委会（ 乾堂村，
头松村，美道村 ）签订的《土地租
赁协议》已于2015年4月15日到
期，请你公司在公告见报日起十五
日内自动清除你公司在承包期间
添加的财产及附属物，逾期不清
除，我村委会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所产生的费用及造成的损失由你
公司承担。联系人：周先生 电
话：15808963783 特此公告 波莲
镇多贤村委会

注销公告
海南钟研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
日起 45天内到我司办理相关事
宜。

屯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注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

通告
屯昌绿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位于屯昌县屯城镇雨水岭
生态公园二宗地的《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其证号分别为：地字第
469022201400019 号 、地 字 第
469022201400020 号，现通告注
销。凡对此有异议者，应当自本通
告发出之日起15天内以书面向我
局提出。逾期，我局将依法办理相
关手续。特此通告。

2014年7月29日
屯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注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

通告
屯昌鹭菲绿岛酒店发展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位于屯昌县屯城镇雨水
岭生态公园二宗地的《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其证号分别为：地字第
469022201400021 号 、地 字 第
469022201400022 号，现通告注
销。凡对此有异议者，应当自本通
告发出之日起15天内以书面向我
局提出。逾期，我局将依法办理相
关手续。特此通告。

2014年7月29日
屯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注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

通告
屯昌美岭置业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位于屯昌县屯城镇雨水岭生态公
园二宗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其 证 号 分 别 为 ：地 字 第
469022201400023 号 、地 字 第
469022201400024 号，现通告注
销。凡对此有异议者，应当自本通
告发出之日起15天内以书面向我
局提出。逾期，我局将依法办理相
关手续。特此通告。

2014年7月29日

▲五指山宜居宾馆遗失发票两份，
发票代码:246001370414，发票号
码:11056709,11056724,现声明
作废。
▲陈书文不慎遗失起重机械操作
证，证号：460024197901052712，
声明作废。
▲儋州市大成镇中心学校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一本，核准号：
J6410002745801，声明作废。
▲海口车之友汽车维修服务有限
公司因年日久财务专用章损坏，现
声明作废。
▲琼中营根恒星专业蓄电池杂货
店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证号
琼 中 国 登 税 字
460006198609171641，现声明作
废。
▲海口京炜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0584101，声明作废。
▲吴春娃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为：460004197712292420，特
此声明。
▲海南泰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
代 码 证 正 本 一 本 ，代 码:
39979904-4号，声明作废。
▲罗红作不慎遗失白马湾和泰花
园B10栋 211 房购房收据，编号
0909810，金额伍仟元整，声明作
废。
▲羊丁卿不慎遗失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注册号：
（O）4600033000024 一 02，特此
声明。

参加第十届民运会的海南代表团
今天上午在运动员村举行升旗仪式和
赛前宣誓。升旗仪式后，运动员们奔赴
各个赛场，进行适应性训练和最后的冲
刺。我省代表团116名运动员将参加
12个竞技项目和表演项目的角逐，有
望在多个项目上进入前三名收获奖牌。

为淡化金牌意识，上届民运会对奖
牌规则进行了改革，从金银铜牌变为一
二三等奖，同一奖级获奖人数可以多
人并列，因此获奖人数大大增多。

本届民运会，我省代表团在多个项
目上的训练成绩比上届有提高，比如在
小龙舟、独竹漂、高脚竞速、板鞋竞速等
上届我省获奖的项目中，本届参赛运动
员的成绩有的提高较大，有的基本持
平。从掌握的各方面信息来看，本届民
运会，我省在小龙舟、独竹漂、板鞋竞
速、高脚竞速、毽球、蹴球、陀螺等个别
小项上较有希望进入前三名。

但要想在奖牌数量上超越上届，难
度很大。据代表团团部成员黄冬青介
绍，上届比赛我省能收获那么多奖牌，
一个重要原因是上届比赛严查运动员
的参赛资格，许多代表团的高水平运动
员被查出是汉族，赛前被禁赛，而我省

并未出现运动员资格问题，因此有了
“意外收获”。本届民运会，各代表团都
重视了运动员的资格问题，我省代表团
不会再有这方面的“意外收获”。

我省代表团多个项目成绩的提升，
是因为提早抓训练备战，训练工作做得
系统细致。从2014年1月开始，我省备
战第十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正式拉开序
幕。省民宗委联系了11个备战单位，包
括3所省内高校，把备战项目分散到这
些单位中。按照优势项目重点备战的原
则，板鞋、毽球、独竹漂、高脚、蹴球、陀
螺、射弩等7个项目安排两个单位负

责。今年4月26日（三月三期间），民宗
委集中有两个以上备战单位的7个项目
在昌江举行了选拔赛，其他项目则由教
练员组织选拔。经竞赛选拔，确定了参
赛运动员116名、教练员16名。

从今年6月30日开始，各项目集中
在海口进行强化训练。集训采取封闭式
管理，专门制定了管理规定和训练计划，
实行教练、领队、工作人员三级管理负责
制，对运动员严格管理、严格训练。经过
强化训练，各项目成绩又有提高，几个优
势项目进步尤为明显。本报记者 林永成

（本报鄂尔多斯8月6日电）

6日，民运会海南代表团举行升旗仪式和赛前宣誓。本报记者 林永成 摄

本报海口8月6日讯（记者王黎刚）
“童星棋校杯”2015年全国国际象棋学
校锦标赛今天在海口开赛，来自省内外
34所小学的近200名棋手参赛，其中我
省有14所小学派队参赛。

本次比赛是为了促进学校体育工
作，通过交流提高各地小学校的国际象

棋训练、竞技水平以及文化教育功能的
深入挖掘。所有参赛学校都是全国国
际象棋特色学校（小学）和开展国际象
棋活动较好的学校。本次比赛以学校
为单位的团体赛，每校以3男3女共6
位棋手组成，原则上以五、六年级为第
一台、三、四年级为第二台、一、二年级

为第三台，以出生年份为准。分为男子
一至三台和女子一至三台，固定台次进
行团体赛。根据学校具体情况，也可以
只报男子组或者女子组。小年龄棋手
可以打大年龄组，大年龄棋手不可以打
小年龄组。比赛采用9轮瑞士制积分循
环比赛；用时为每方60分钟，每步加10

秒。个人赛以台次名次排名。团体总
分取前8名，个人赛每台录取前8名。

据了解，第一台个人得分率达标者，
根据2013年颁布的中国国际象棋协会棋
士等级条例，最高可以授予候补棋协大师
称号（同时个人进入台次前6名）；第二台、
第三台得分率达标者，最高可以获得一级

棋士称号。在比赛期间，还将举行“国际
象棋与教育”校长论坛，并向新批准的国
际象棋特色学校（幼儿园）授牌。

本次比赛由省国际象棋协会、海口
市文体局、海南童星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承办，得到海口市人民政府、海南省文
体厅、海南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

全国国际象棋学校锦标赛海口开赛
省内外34所小学近200名棋手参赛

本报海口8月6日讯 （记者王黎
刚）2015年海口市体育嘉年华青少年
街头体育季昨天在海口世纪公园结束
了三人足球赛。

获得三人足球赛各组奖项的分别是
U10前三名：小不点队、景山银河战舰队和
天龙A队，U11-12前6名：白沙门小海狼
1队、战魂队、飞虎队、英才加速度队、景山
银河幻影队和英才之星A队。U13-14前
四名：新秀团队、飚龙队、蓝色狂想队和景山
银河护卫队。U15-16前四名：西盟足球
队、勒啦个去队、腿毛队和四中2队。

从8月1日起，2000多名海口青少

年将相继参加彩色潮跑、三人足球、三
人篮球、滑板、街舞和“全民健身日”体
育游园共六大项。

海口市体育嘉年华的前身为海口
市青少年街头体育季，从2010年起至
今已连续办了5届，今年更名为海口市
体育嘉年华，意在融入更多的青少年喜
欢的潮流街头文化。本次嘉年华由海
口市文体局主办。

本次活动以青少年时尚运动文化
为主题，把体育赛事、娱乐互动和游戏休
闲充分融合，充分利用广场的开放性，调
动市民的积极参与。

海口体育嘉年华活动三人足球赛结束

小不点队获10岁组冠军

选
手
在
三
人
足
球
赛
比
赛
中

中国男子双星“泳动”
孙杨宁泽涛哥俩好

据新华社喀山8月5日电 在里约奥运会倒
计时一周年的日子里，中国两位男子游泳明星在
喀山世锦赛的泳池里大放异彩：孙杨实现男子
800米自由泳三连冠，宁泽涛以半决赛第二名的
成绩进军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成为世锦赛历
史上第一个进入百米飞鱼大战的亚洲人。

男子100米自由泳半决赛是5日晚上进行的
第一项比赛，宁泽涛没有受到旁边泳道、俄罗斯
夺标热门莫罗佐夫出发抢跳的影响，按照自己的
节奏游出了48秒13的成绩，为中国和亚洲捅破
了世锦赛男子百米决赛的“窗户纸”。

宁泽涛此前一直说进入世锦赛决赛是奢侈
的想法，而真跻身前八名之后，他有什么感受呢？

“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场场去拼确实是种
锻炼。可以联想到明年奥运会这种更大的体育
盛事，对心理和体力都是考验。这次世锦赛蛮有
收获，”宁泽涛说。其实他在预赛和半决赛中使
用的战术完全不同，预赛时他前50米使劲冲，最
后25米有点吃力，而晚上的半决赛前50米稍微
保留体力，后半程再发力。“半决赛我就想掌握一
下节奏，明天决赛我会尽力去游。”

孙杨实现800米自由泳三连冠全过程，宁泽
涛是在运动员休息区通过现场大屏幕观看的，但
他没有等孙杨回到休息区、没来得及当面祝贺就
提前离开了。但他在微博中写道：“杨哥，好样儿
的！你的拼搏进取，是我努力的方向！三连冠，
亲眼见证你创造奇迹！”

“从100米到1500米，我和宁泽涛承担着不
同的责任——在男子自由泳上和欧美选手去竞
争对抗的责任。我希望他明天决赛能有非常好
的表现，其实他今天已经游得非常出色了。”

“对于短距离选手来说连续拼三枪很辛苦。
他今天是为了主项100米自由泳而舍弃了更加
有希望拿奖牌的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泳接力
项目，很不容易。决赛时高手会更多，希望他能
放下包袱，更好地展现中国游泳不一样的一面，
让大家看到中国有更多年轻选手在不断成长。
在明年的里约甚至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我们
一定会有优异的成绩！”孙杨说。

“中国游泳不是只有我一个孙杨，还有宁泽
涛、徐嘉余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不断涌现，这
是我非常希望看到的事情！我们在国际比赛中
并肩战斗，为祖国争光，让游泳这项运动更加普
及和流行！”孙杨说得霸气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