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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立傲投资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三亚吉训钦服装店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46020360014774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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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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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
报之日起45天内来我司办理相关
事宜。

▲吉训钦（纳税人）不慎遗失临时
税务登记证正本，证号:河西三局
国税登字 460200198606130276
号，声明作废。
▲海南红龙旅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注
册号：工商企合琼字196835号，特
此声明作废。
▲海南红龙旅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曾志军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362130197803103919，特此
声明。
▲张玉虎遗失座落于海口市南沙
路39号昌茂澳洲园16幢204房的
房屋国有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证
明书，编号：200606092，声明作废。
▲李小娜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为：460006199011156225，特
此声明。

广告

2017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于
21日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开战。5个
单项中，除了女单外，中国选手都有
争夺冠军的实力，其中混双和男单
把握较大。男单能否上演第 40 次

“林李大战”？是万众期待的看点。
但林丹与李宗伟都已年过三十战力
衰减，要想跨过重重障碍会师决赛，
难度很大。

“林李大战”恐难上演

“林李大战”已经打过39个回合
了，但这次世锦赛恐怕很难加至

“40”。林丹和李宗伟“不幸”分处上
下半区，这意味着，“林李大战”只能在
决赛才能上演。也就是说，他们需要
各自横扫各路好手，才能让第40次

“林李大战”发生。这太难了，“林李”
如今已非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最强者，
他们最大的对手也不再“只有彼此”。

林丹签运不错，身处上半区的他
在决赛前避开了谌龙、李宗伟、阿塞尔
森等高手。但现排名世界第一的韩国
选手孙完虎以及队友石宇奇，都是林
丹不可小视的对手。在今年的全英赛

上，石宇奇曾在半决赛中击败林丹。
李宗伟被誉为“无冕之王”，也被

戏称“千年老二”，难以想象，他至今仍
然与世界大赛单打冠军无缘。这一
次，李宗伟恐怕连“老二”都争不到，因
为谌龙与他同处下半区。这些年，谌
龙数次在大赛中淘汰李宗伟，俨然已
成为李宗伟的又一大“苦主”。 由于
与谌龙同处一个半区，李宗伟爽约“林
李大战”的可能性大一些。当然，也有
可能两人都进不了决赛，“林李”一起
爽约。

在众多强手中，最具冠军相的当
属去年里约奥运会及前两届世锦赛冠
军谌龙，他已经拿到了过去三年世界
大赛的冠军。如果谌龙能夺冠，将复
制林丹在世锦赛上三连冠的伟业。当
然，谌龙得小心被“黑马”爆冷，他这方
面的表现并不让人放心。

国羽争冠，混双最稳

中国队夺冠较有把握的是混双
和男单，其中，有四对选手出战的混
双可谓上了“多重保险”。抽签结果
对中国队也有利，郑思维/陈清晨、鲁

恺/黄雅琼、张楠/李茵晖和王懿律/
黄东萍四对组合把守四个半区，可以

“西方不亮东方亮”。当然，国羽混双
夺冠的希望主要还是放在赛会前两
号种子郑思维／陈清晨和鲁恺／黄
雅琼身上，他们甚至有望会师决赛包
揽金银牌。

男单有林丹和谌龙携手出战，也
可视为有“双保险”。从这些年的大赛
来看，男单还是国羽夺冠较多较稳的
项目。不过，男单的竞争较激烈，变数
看起来更大。

男双和女双中国队也有争冠的
实力，但把握不是很大，需要有高水
平发挥，也需要运气眷顾。身高均
超过1米 9的李俊慧与刘雨辰的男
双组合现世界排名第一，这对“双塔
组合”在四对中国队组合中夺冠希
望最大。女双就看陈清晨/贾一凡
这对敢拼敢打的年轻组合，能拼出
什么结果了。

曾经辉煌的女单如今已成为国羽
最弱的单项。此次派出了孙瑜、何冰
娇、陈雨菲和陈晓欣四位小将出战，主
要目的是让新人经受锻炼、积累经验，
夺冠几乎没有可能。 ■ 林永成

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今日开战

“林李大战”或爽约 国羽能带回几冠

中国羽毛球队日期在京集结出征世锦赛。图为林丹与球迷合影。 小新发

本报三亚8月20日电 （记者袁宇）今天上
午，“三亚南山”第二届世界太极文化节新闻发布
会在三亚举行，将于9月22日至26日在三亚举行
第二届世界太极文化节。太极文化节举办期间，
三亚还将面向市民游客开展“游三亚，品太极”为
主题的“太极文化周”活动。

第二届世界太极文化节以“生命智慧、健康旅
游，传承发展、太极文化”为主题，目前已吸引了超
过200名海内外各流派太极拳名家报名参会。本
届世界太极文化节活动包括开幕式与世界太极大
巡游、世界太极文化论坛、首屇世界太极健康产业
博览会、世界太极星光大道、世界太极拳交流赛、
闭幕式与颁奖盛典等15项活动。

三亚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三亚正全
力打造国际化热带滨海旅游精品城市，第二届世界
太极文化节再次在三亚举办，将让全球各地的太极
拳爱好者近距离地了解三亚、爱上三亚，通过太极拳
传统文化让体育旅游成为三亚的一张崭新名片。

第二届世界太极文化节
9月在三亚举行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记者王黎刚）“2017
梁文冲高尔夫俱乐部青少年暑期培训班——海南
站”今日在三亚鹿回头高尔夫球会开班。

在开班仪式上，梁文冲为孩子和家长们带来
了精彩的高球表演，并向小学员们进行示范教学
和一对一指导。

梁文冲表示，举办暑期班的目的是希望能够
丰富孩子们暑期活动，让高尔夫运动带给孩子们
快乐。让孩子们在学高尔夫的过程中强身健体，
同时在高尔夫文化的熏陶下，学会诚信、自律、为
别人着想等绅士礼仪，从而推动海南高尔夫运动
的普及发展。

梁文冲是中国内地第一位进入世界排名前
100的球员，也是首位在高尔夫大满贯赛事中进
入前十名的中国内地高尔夫球选手。

梁文冲来海南
教青少年打高尔夫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记者王黎刚）2017年
全国国际象棋棋协大师赛今天在山东聊城开赛，
海南棋手刘品缘以3胜1和积3.5分的成绩，暂列
由50多人参加的男子候补大师组第3名。

海南派出了刘品缘、周志斌、陈雨岩和王子恒
4名棋手，参加候补大师组和一级棋士组的比赛。
本次比赛共吸引了国内1573名棋手参赛，按等级、
男女分组，共设13个组别，以中国国际象棋协会颁
发的棋士证书为依据编组，共进行9轮比赛。参赛
选手根据胜率晋升等级，最高可晋升为棋协大师
（中国国际象棋协会最高等级称号）。各组别参赛
人数80）以内录取前8名，80名以上录取前16名。

全国国际象棋棋协大师赛开赛

海南刘品缘暂列第三

本报讯 （记者林永成）2017 年
全国少年男女（13—16岁）举重分龄
赛于8月 19日在广西防城港落幕。
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举重队表现
出色，夺得10枚金牌、5枚银牌和5
枚铜牌。

本次赛事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2
个代表队430名运动员参加。赛事分
13岁、14岁、15岁和16岁四个年龄

组。女子组设41公斤级至90公斤以
上级共10个级别，男子组设44公斤级
至105公斤以上级共11个级别。

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业余体
校派出多名选手参赛，经过 6天的
角逐，共收获10枚金牌、5枚银牌和
5 枚铜牌，还有多个项目进入前八
名。在48公斤级的比赛中，邓小芳
和包惠荧分别包揽女子 15 岁组和

14岁组的抓举、挺举和总成绩三项
冠军；王绥前获得男子16岁组抓举
第一、挺举第二和总成绩第一；在男
子52公斤级15岁组比赛中，王义涛
获得抓举第二名、挺举第一名和总
成绩第一名。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举重摔
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主办，广西壮族
自治区体育局承办。

本报讯 北京时间8月20日晚，
在2017男篮亚洲杯比赛中，中国男
篮蓝队以79：78险胜东道主黎巴嫩
队，获得第五名。第五名也平了中国

队在亚洲杯（及其前身亚锦赛）的历
史第二差战绩。

在这场第五名争夺战中，中国队
主力后卫郭艾伦继续因伤缺阵。全场

比赛，中国队5人得分上双，刘晓宇贡
献13分3篮板3助攻，顾全12分，胡
金秋10分6篮板，吴前13分2篮板4
助攻，韩德君13分6篮板。 （小文）

1分险胜东道主黎巴嫩

中国男篮获亚洲杯第五

8月 20日，在中超第23轮比赛
中，广州富力队主场1：1战平山东鲁
能队。图为鲁能队球员西塞（左）在
比赛中与对手拼抢。 新华社发

富力1：1平鲁能 中超第23轮战报
（比赛时间8月20日）

长春亚泰 1：1 天津权健

广州富力 1：1 山东鲁能

河南建业 0：0 重庆力帆

全国少年男女举重分龄赛

海南选手获10金5银5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