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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正妍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28199007097240，特此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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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 18976011507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5338978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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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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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商铺招租
恒大海口湾外滩87、138、474平
米商铺。张女士 13005096553

三亚十五亩地转让合作
张先生：18976318888

仓库招租
1、港澳开发区8000m2；
2、狮子岭工业区9000m2。
王先生13627528882

海口桂林洋一线地寻合作
林先生15289791505

土地出让，裙房出租
海口港澳开发区五十亩工业土地
出让18808945811。半山花园一、
三层6000m2裙房出租，商办皆宜
18808925611、18808944211

▲海口琼山吴之江水吧遗失税务
登 记 证 副 本 ， 税 号 ：
460103198206220014，特此声明
作废。
▲焦林冲遗失海口万达广场骏豪
仕家购房合同，编号：L00194995，
特此声明。

▲重庆平安胜发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海南分公司遗失中南西海岸
B17-1902号房购房收据一份，金
额：427822 元整，编号：N0.16
0041930，声明作废！
▲儋州光村可顺百货店遗失工商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9003MA5RJ0TA0T，声
明作废。
▲ 招 婷 婷 （ 身 份 证 号 ：
460007198410240426）不慎遗失
《就 业 失 业 登 记 证》（证 号:
4699000013000311），特此声明。
▲儋州光村宜家乐超市遗失税务

登 记 证 副 本 ， 税 号 ：
46000319900903741201，声明作
废。
▲海南五和实业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农业银行海秀支行营业部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01426901，声明作废。

广告

关注易建联三人篮球赛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王
黎刚）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中国体
彩杯”2017易建联全国三人篮球赛
（海口站）比赛今天在海口市体育馆
结束。PC小分队、侨之光和海南华
侨中学1队分别夺得了男子公开组、
男子青年组和男子少年组的冠军。
叫什么名字呀队和海口实验中学2
队分别赢得了女子公开组和女子少
年组的冠军。

国手易建联出席了今晚的闭幕
式和颁奖仪式，他的出现让海口市体
育馆的球迷一下子沸腾了。几名幸
运的海口球迷得到了易建联赠送的

礼物，与阿联一起享受篮球的快乐。
本次比赛总奖金10.56万元，共

有 204 支球队 800 名球手报名参
加。本次比赛设男子少年组（48支
球队）、女子少年组（10支球队）、男
子青年组（96支球队）、男子公开组
（32支球队）、女子公开组（16支球
队）5个组别，每场比赛均为 10分
钟。少年组、青年组和公开组别的选
手年龄分别为12岁至14岁、15岁至
18岁和19岁至40岁。为了提升比
赛的观赏性和娱乐性，本届比赛增设
矮筐扣篮大赛环节，扣篮大赛冠亚季
军将获得特别奖金。

获得男子公开组亚军和季军的分
别是撕葱小分队和子山1队，获得男子
青年组亚军和季军的分别是府城青年
队和海南恒屹公司队，获得男子少年
队亚军和季军的分别是海南华侨中学
2队和打铁队。风暴旋风队和海口实
验中学3队取得了女子少年组亚军和

季军。蓝翔队和启航天涯童姥队取得
了女子公开组的亚军和季军。

易建联三人篮球赛是由中国篮
球领军人物易建联发起组织的赛事
活动，赛事至2017年已经举办到第
4届，是国内水平较高，较有影响力
的赛事。本次海口站的赛事由易建

联和奥运冠军许艳梅共同发起，并自
今年起长期在海南举办。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龙华区政府、
海口市文体局、海南省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主办，海南萨拉坦体育文化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深圳薪火阵营体育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当身高2.13米的易建联走进海
口市体育馆时，现场的球迷发出了
大声的尖叫。不少海口的篮球迷为
了一睹易建联的风采，很早就在体
育馆守候。易建联说：“感谢球员和
球迷参与三人篮球运动，海南三人
篮球的水平和氛围比我想象中的好
多了。”

这是易建联第3次来海南，他
说：“海南岛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海
口是一个干净而美丽的城市。最近
几年，国内外有很多重要的体育赛
事、体育活动在海南举行。前不久，
我们薪火阵营在海口举办过青少年
试训计划的公益活动，我们从西班
牙请回来的顶级篮球青训教练认为
海口的孩子非常热爱篮球，训练非
常专注和认真。”

在易建联看来，海南很适合开
展三人篮球。他说：“海南还没有专
业的五人篮球队，但海南的篮球氛
围非常好。我看了一些本次三人篮
球赛的比赛视频，觉得海南的篮球

水平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在比赛
中，海南不少青少年业余球员展示
了较高的技战术水平和积极认真的
态度。”

易建联还听说海南省和海口市
的篮球联赛影响力较大，特别是海
口市篮球联赛这几年还陆续引进了
高水平的外援，海南打篮球的人很
多。这些都为海南开展三人篮球创
造了条件。

易建联打算继续在海南推广和
发展三人篮球。他说：“未来，我们
还会把薪火阵营的品牌赛事、训练
课程、训练营都带来海南。我们希
望帮助海南拥有自己的高水平篮球
运动员和篮球队，更希望让海南所
有喜欢篮球的孩子们，能接触到世
界最顶尖的篮球训练。我会经常来
海南与大家交流，希望薪火阵营能
为推动海南篮球运动做一点实实在
在的事情。”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

篮球国手易建联：

要为海南三人篮球做点实在事

全国三人篮球赛（海口站）收兵
“PC小分”队和“叫什么名字呀”队分获男女公开组冠军

新华社布达佩斯 7月 15 日电
（记者周欣 杨永前）15日，国际泳联
世界锦标赛跳水比赛进行了三个项
目的决赛，中国选手任茜／练俊杰收
获混合双人10米台冠军，曹缘／谢思
埸最后一跳被反超无缘男子双人3米
板金牌，小将出马的女子1米板也无
缘奖牌。对此，国家跳水队领队周继
红认为，比赛结果虽然有点遗憾，但
是锻炼新人就是需要大赛磨砺。

周继红指出，曹缘／谢思埸在男
子双人3米板决赛的前四个动作后
还领先对手17.82分，正常情况下可
以顺利赢得胜利，可惜第五个动作
207C（向后翻腾三周半抱膝）两人出
现了闪失，分数被俄罗斯选手追到了
只剩下4.5分的优势，最后一跳被反
超，以6.9分的差距名列亚军。

“正常情况下我们的207也不需
要多么完美就可以赢，对于他们来说
算是比较稳的动作，但是就卡在节骨
眼上出现问题，比分一下被追近。最
后一个动作109C（向前翻腾四周半
抱膝）是俄罗斯很擅长的动作，加上
我们的压力大，是新人组合，没有赢
得金牌。”

“曹缘和谢思埸配对只有半年，
但俄罗斯对手配合时间很长了，经历
过奥运会和世锦赛，很默契，状态也

有回升。我们的队员比较年轻，需要
更多时间来磨练，未来还要参加更多
的大赛。”

在女子1米板比赛中，首次参加
世锦赛的昌雅妮预赛发挥不佳，没能
进入决赛；18岁的陈艺文孤军奋战，
最终名列第四。

“1米板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说是
很好的锻炼。不要认为参加1米板就
可以很放松随意，她们一样紧张，比
赛时有云里雾里的感觉。”周继红说。

以高难度取胜的澳大利亚选手
基妮最终赢得女子1米板。周继红
指出，基妮是第三次参加世锦赛，动
作难度相当于男子比赛，比一般女选
手的难度系数高2.4，等于多跳一个
动作。几年来，她不断成熟，在3米
板上也很有实力，经常获得前三名。

对于赢得混双10米台冠军的任
茜／练俊杰，周继红评价说：“他们的
表现比较正常，配对时间只有三周，
能有这样的表现很不错。”

任茜将在本届世锦赛上参加三
个项目的角逐，周继红认为：“体能对
她来说是很大挑战，今天比赛结束后
被抽到尿检，明天一大早又要参加女
双10米台的预赛，晚上决赛，隔一天
18日是单项的预赛和半决赛。对于
她来说难度很大，希望她能加油。”

世锦赛中国跳水金牌“三缺二”
周继红称“新人需要磨练”

赴戈斯波特港

帆船奥运冠军徐莉佳
看望“三亚号”大使船员

本报讯 笔者从海南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
有限公司获悉，帆船奥运冠军徐莉佳与中国女子
帆船环球第一人宋坤近日同赴戈斯波特港，看望
正在那里参加2017-2018赛季克利伯环球帆船
赛专项培训的三亚新奇世界半山半岛号大使船
员，为船员们送上真挚祝福，期待他们圆满完成
训练。

徐莉佳和宋坤抵达戈斯波特港后，首先来
到克利伯培训中心码头迎接刚刚结束一天辛苦
训练回港的大使船员，并登上训练船与大使船
员交流帆船操控经验、听大使船员分享过去三
周的培训生活。在得知大使船员Level2 级别
训练中遇到的体力透支、严重晕船等痛苦经历
后，徐莉佳和宋坤感同身受，非常理解船员们的
不易，并用自己类似的经历分享，来鼓舞大使船
员们学会坚持。 （体讯）

三亚下月初举办
国际滑板冲浪公开赛

本报三亚7月15日电 （记者孙婧）随着滑
板、冲浪等运动项目被列入2020年东京奥运会比
赛项目，一项结合二者趣味的新型运动——滑板
冲浪，也在近几年迅速形成风潮。记者今天获悉，
2017年三亚国际滑板冲浪公开赛，将于8月5日
在三亚举行。

三亚市文化体育发展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
这是三亚迄今为止最新潮的体育运动，预计会吸
引众多国内外滑板冲浪选手参赛。

据悉，三亚国际滑板冲浪公开赛分为男子组
和女子组，参照国际大赛的评判标准，按照指定动
作技巧和完成的流畅度进行积分，每组积分前三
名晋级决赛。赛事举办地点为亚龙湾美高梅酒店
的滑板冲浪基地。可通过三亚市文体局微信公众
号“文体大世界”的线上方式报名，也可以在赛事
举办地进行线下报名。

记者在冲浪基地看到，滑板冲浪的冲浪板更
加小巧，借助人工冲浪模拟器喷射出的高速水流，
让人通过或站或趴的方式体验冲浪趣味。

据三亚滑板冲浪协会会长宋文君透露，下一
步将推动滑板冲浪运动进入校园开展培训，扩大
此项运动的群众基础，并储备专业运动人才。

比赛由三亚市文化体育发展中心和三亚滑板
冲浪协会联合主办。

7月15日，获得男女混合双人10
米台冠军的任茜/练俊杰（左）在比赛
中。 新华社发

16日，世界女排大奖赛澳门站落
幕。中国队以3：2战胜美国队，以两胜
一负的成绩获得亚军。图为朱婷（右）在
比赛中扣球。 新华社发

女排大奖赛澳门站

中国获得亚军

新华社墨尔本7月16日电（记
者宋聃）中国男篮蓝队在澳大利亚拉
练的首场比赛16日在墨尔本开打，中
国男篮蓝队对阵墨尔本联队在加时赛
中被反超，最终以94：104不敌对手。

中国男篮蓝队主教练杜锋赛后
说：“没有想到最后被罚下4个人，但

队员到最后都没有放弃，一直在场上
拼，这个精神是非常好的。”

中国男篮蓝队此次赴澳拉练，是
为备战8月在黎巴嫩贝鲁特举行的男
篮亚洲杯。今年澳大利亚队将首次参
赛。蓝队随后将转战黄金海岸，于18
日对阵布里斯班子弹队。

澳大利亚拉练赛

男篮蓝队不敌墨尔本联队

中超战报
权健3：0申花
长春3：2富力

温网战报
(男单决赛)

费德勒3：0西里奇
（费德勒获温网8冠王，大满贯第19冠）

美国高尔夫女子公开赛

冯珊珊继续领跑
新华社华盛顿7月15日电 15日，在美国贝

德敏斯特进行的美国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第三轮
比赛中，中国名将冯珊珊在前17个洞“保帕”后，
最后一个洞推入一个小鸟球，以总成绩领先一杆
的优势继续领跑积分榜。

当日比赛，冯珊珊以71杆的成绩完成了比
赛，总成绩为207杆，低于标准杆9杆，暂列第
一。6名韩国选手占据了随后的六个名次，其中
崔慧珍和梁熙英以总成绩208杆并列第二。

冯珊珊赛后说：“我努力尝试着击球入洞，
前两天效果不错，但今天速度掌握得不够好。
原定计划没实现，只能尝试着把球打得离洞更
近一点。在18号洞，我把球打得很近，最后打
出小鸟球。”

冯珊珊表示，为了专注于比赛，她故意不去看
比分牌。“的确压力很大，但见到这么多中国球迷
为我助威很高兴，也很抱歉只打出一个小鸟球。”

谈及末轮比赛，她说：“如果A计划行不通，
那就尝试B计划，如果再不行，就是C计划了，把
球打进洞就行。”

16日，易
建联出席全国
三人篮球赛

（海口站）的闭幕仪式，他受
到海口篮球迷的欢迎。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