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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遗失声明
三亚庄爵商务服务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正本、
副本（2-1、2-2），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60200MA5T40YG1K；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20005562701，声明作废。
▲本人张虹不慎遗失三亚恒大御
府4号楼2单元608房收据三张及
认购书一张，收据编号分别是：
1817107、1817126，1832498，认
购书编号：1802487，声明作废！
▲刘烈不慎遗失坐落于陵水县陵
城镇污水塘开发区南边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证号:陵国用(陵城）字
第04698号，特此声明。

公 告

遗 失典 当

▲王桂银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号
码为：4601990013035353,特此
声明。
▲黄宦不慎遗失海南恒大美丽沙
0602地块-23号楼-204号房认
购书，编号：0027092，现声明作
废。
▲本人刘传经不慎遗失海口市世
华中鑫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收据
一联，收据编号：17285259，现声
明作废。
▲昌江叉河文德伦汽车运输户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
469031600083216声明作废。

营业场所变更公告
经海南银保监局备案（琼银保寿备
〔2019〕8号），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定安县支公司定城镇第
一营销服务部的营业场所地址变
更为“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人民南
路80号”。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定安
县支公司

营业场所变更公告
经海南银保监局备案（琼银保寿备
〔2019〕11号），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屯昌县支公司第一营销
服务部的营业场所地址变更为“海
南省屯昌县环东一路万兴一号小
区 A 栋 1 单元 1、2 层 104、105、
106铺面”，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屯昌县支公司

2019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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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

推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研究专题（主持人：赵晋平）

论国际贸易投资发展新动向下的海南自贸港建设……王素云，沈桂龙

海南建设自贸试验区（自贸港）评估工作的思考………………孙元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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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海，邴綨纶，金 畅

试论以技术革新优化海南营商环境——基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

告”分析……………………………………………………………金 鹭

更路簿研究专题（主持人：李金明）

从1937年南海危机看国民政府的应对策略——兼论更路簿未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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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更路簿航速极度存疑更路辨析…………李文化，陈 虹，夏代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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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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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游泳世锦赛

10公里公开水域夺金
辛鑫突破中国游泳历史
中国跳水队再添两金 花游双人技术自选夺银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北京时间
14日凌晨，第30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
动会田径比赛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收
兵。在最后一个比赛日的男子4×100
米接力决赛中，“海南飞人”江亨南代表
中国队出战，他与队友们配合默契发挥
出色，以39秒01的成绩夺得亚军。

中国百米接力队四名队员从第
一至第四棒分别为江杰华、江亨南、
王煜、禤达军，其中江杰华和王煜为
江亨南所在清华大学短跑队的队友，
禤达军来自中山大学。在预赛中，中

国队以40秒04名列第五，顺利拿到
决赛入场券。

决赛于北京时间 14日凌晨进
行。中国队排在第三道，第四道为获
得预赛第一的日本队。第一棒过后，
日本队和中国队稍微领先其他对手。
跑第二棒的江亨南发挥正常，二三棒
交接时，中国队稍微落后于日本队。
最后一棒成为三四五道的对决，最终
日本队率先撞线，以38秒92夺得冠
军，中国队仅落后0.09秒屈居亚军。

今年24岁的江亨南是海南定安

人，曾在海南华侨中学就读并开始接
受专业田径训练。2013年，他被保
送到清华大学，目前在读研究生。江
亨南的100米个人最好成绩为10秒
22，是在去年跑出的。今年，他曾代
表中国接力队参加亚洲田径锦标赛，
在决赛中率先冲过终点的中国队被
判踩线犯规，成绩被取消无缘金牌。

江亨南还参加了本次世界大学
生运动会的100米比赛，因为时差调
整等原因，他在预赛中只跑出10秒
57，没能进入决赛。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收兵

“海南飞人”江亨南获接力银牌

据新华社韩国光州7月 14日电
（记者周欣 陆睿）22岁的山东姑娘辛
鑫14日在光州游泳世锦赛女子10公
里公开水域比赛中，以1小时54分47
秒20的成绩赢得冠军，这是中国游泳
第一次收获世锦赛公开水域金牌！在
当日的比赛中，中国跳水队再添两枚
金牌，中国花样游泳队夺得一枚银牌。

赢得国际泳联游泳世锦赛女子10
公里公开水域冠军、为中国游泳实现
历史性突破的辛鑫出水后，辛鑫竟然
没有丝毫的疲惫，一路小跑着，冲向教
练金浩热烈拥抱，此时她没有水里的
霸气，只有小女孩般“求表扬”的神情：

“我表现得怎么样！”
“太棒了！”教练金浩的回答简练

有力。
辛鑫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创造历

史！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她以1小时
57分14秒40的成绩名列10公里第
四，距离奖牌只有一步之遥。两年前的
布达佩斯世锦赛，辛鑫首次参赛获得第
11名，创造了当时的中国游泳历史。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世锦赛，获得
冠军我感到非常荣幸，在这个地方升
国旗奏国歌，这是每个运动员最大的
梦想！”辛鑫兴奋地说。

颁奖仪式前还有一阵混乱：辛鑫没
想到自己能进入前三名，也没有带领奖
服过来赛场，队友跑着送来“热气腾腾”
的领奖服，她站在领奖台上，笑了。

公开水域比赛历来竞争惨烈，从
本届世锦赛开始，从以前每一圈2.5公
里缩短为1660米左右，这样就成为5
公里游3圈，10公里游6圈。比赛中辛
鑫游得很聪明，前面跟着第一集团不
显山露水，从最开始的50多名，到最
后一圈全力冲刺，从64名参赛者中脱
颖而出，触壁时的动作更是娴熟精准，
以0.9秒的半臂优势击败美国选手安
德森。她的手下败将还包括里约奥运
会前三名、世锦赛卫冕冠军等高手。

辛鑫透露：“赛前我们没想过去拿
冠军，根据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我和
教练商量的战术，就是在比赛中用最
轻松的动作游，保持更多的体力，为最

后的冲刺做准备。”
光州游泳世锦赛公开水域设置7个

比赛项目，包括男女5公里、10公里、25
公里和5公里团体接力赛，共有387名选
手参加。10公里是奥运会比赛项目，只
有前10名才能获得东京奥运会资格。

中国跳水队继昨日包揽3金
后，今天再添2金。在跳水男
子1米板决赛中，中国小将
王宗源以440.25分夺得
金牌，他的队友、卫冕
冠 军 彭 健 烽 以
415.00 分 获 铜
牌。在晚上进行
的女双10米台决
赛中，中国组合卢
为/张家齐以345.24
分夺冠。

花样游泳比赛今天进
行双人技术自选决赛，中国
选手黄雪辰/孙文雁以94.0072
分获亚军，俄罗斯名将科勒斯尼琴
科/罗马什娜以95.9010分夺冠。

本报万城7月14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肖亚梅）7月13日晚，万宁
市人民公园人流如潮，主题为“爱我中
华，干杯万宁”的万宁第二届青岛啤酒
文化节在这里举行。第二届万宁青岛
啤酒文化节将持续至7月19日，每晚
一场主题活动，以美酒、美食与精彩表
演点亮万宁夏夜，展示万宁风情。

据介绍，这届啤酒文化节共设7
个主题夜，分别为：7月13日“爱我中
华，干杯万宁”之夜；7月14日万宁好

声音之夜；7月 15日万宁“双创”之
夜；7月16日万宁特色美食之夜；7月
17日万宁潮音之夜；7月18日多彩多
情，万福万宁之夜；7月19日万宁魅
力狂欢之夜。除在万宁城区设置主会
场外，还在长丰镇、大茂镇、北坡镇设
有小型啤酒节分会场。

据悉，万宁第二届届青岛啤酒文
化节也是2019海南青岛啤酒节的第
四站。7月26日，2019青岛啤酒文化
节将在琼海接力举行。

本报海口7月14日讯（记者计思
佳 见习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陈创淼）7
月13日晚，海口市秀英区在长流镇长丰
村举办以扫黑除恶为主题的琼剧演出
《日照大园》，鼓励村民积极提供侵占农
村集体土地、集体财产等涉黑涉恶线索。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采取在戏台
旁边设立宣传台，悬挂宣传横幅，发放

扫黑除恶宣传读页、宣传品等方式向
村民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内容，
发动村民积极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0时30分，琼剧《日照大园》在
文化广场准时上演。故事取材切合生
活，情节曲折，扣人心弦，结局大快人
心，观看的群众坐满了整个广场，精彩
的剧情让群众掌声不断。

海口秀英
扫黑除恶琼剧演出进基层

万宁青岛啤酒文化节启动

本报三亚7月14日电（记者黄
媛艳 通讯员黄庆优）7月14日，“梦
幻雨林精灵跑”在三亚热闹开赛。来
自省内多地的近千名跑者齐聚亚龙湾
天堂森林公园内的热带雨林跑道，畅
享绿色文体运动的乐趣。

不同于其他城市的定向跑，本
次精灵跑紧扣雨林主题，全程为 7

公里的全新观景道，设立 7个主题
打卡点、8项亲子任务。结合景区特
点，活动方特别在赛道的起点和终
点分别设置了精灵主题coser装扮、
蛋体彩绘，雨林画布渲染等丰富多
样的趣味游戏，跑步路线还将依次
经过玻璃观景平台、养佛桥等网红
景点。

“梦幻雨林精灵跑”三亚开跑

省少年游泳锦标赛
陵水开赛

本报椰林7月14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陈思国）7月14日，2019年海南省少年游泳锦标
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开赛。180余名游泳
健儿汇聚陵水游泳场，展开为期4天的角逐。

本次比赛吸引了陵水、海口、琼海等7个市
县，以及水分子和致飞2个俱乐部代表队的180
余人参赛。比赛设自由泳、蛙泳、仰泳、蝶泳以及
混合泳5个大项。其中自由泳设50米、100米、
200米、400米和4×50米接力；蛙泳、仰泳、蝶泳
均设有50米和100米；混合泳则分为个人200米
和4×50米接力。各参赛运动员根据年龄被分入
15-17岁组、13-14岁组、11-12岁组和10岁以
下组等四个小组进行比拼。

省青足赛部队企业组预选赛

海航集团队夺冠
本报海口7月14日讯（记者王黎刚）“激扬

青春·快乐健康”2019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部队
企业组预选赛14日落下帷幕。海航集团足球队
以全胜的战绩夺冠，海南核电联队以3分之差位
居第二，海汽集团足球队、海南农村信用社足球
队、海南宝通实业足球队分获第三名至第五名。

据悉，前 3名球队将获得于 9月份举行的
2019年省青少年足球赛总决赛入场券。本次比
赛共有5支球队参加，比赛采用单循环赛制。

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由共青团海南省委、海
南省教育厅、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海南
日报报业集团、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主办。

“三亚球王”全民健身
民间系列争霸赛启动

本报三亚7月14日电（记者徐慧玲）7月14
日，由三亚市政府主办，三亚市旅文局承办的
2019“三亚球王”全民健身民间系列争霸赛活动
正式启动。据悉，7月至12月，篮球、足球、水球、
排球、指弹球等14种球类争霸赛事将陆续举办。

本届赛事是一项面向全国的全民健身赛事，
其中2019全国指弹球精英赛、2019全国木球精
英赛、2019全国门球精英赛等国家级赛事将联合
国家体育总局各单项体育协会共同举办，届时赛
事组委会将邀请全国球友来三亚“争霸”。

据悉，“三亚球王”赛事前身是“三亚球王”民
间足球争霸赛。2017年该赛事扩展为“三亚球
王”全民健身民间七大系列争霸赛，2018年“三亚
球王”扩大为九大系列争霸赛，今年则扩大为十四
项球类系列争霸赛。

■ 中超第18轮前瞻

恒大有望暂登榜首
中超近期赛程够密集的，第17轮13日刚打

完，第18轮16日就上演。16日安排3场比赛，其
中广州恒大坐镇主场迎战大连一方。由于领头羊
北京国安的比赛在随后一天进行，如果恒大获胜，
将暂时登上积分榜首。

不过，国安本轮对阵的是倒数第二的北京人
和，全取3分几无悬念。也就是说，恒大本轮获胜
估计也只能过一天的“榜首瘾”。

恒大近期状态火爆，在中超已豪取8连胜。埃
尔克森的回归，让恒大的攻击力更为强劲。据最新
消息，恒大又将迎来一名强援，阿根廷外援“野牛”
阿洛伊西奥已与恒大签约。目前外援处于饱和状
态的恒大兵多将广，将向冠军发起有力冲击。

恒大要想从大连一方身上全取3分并非易事，
大连队近期战绩也很不错，名帅贝尼特斯上任后率
队取得两连胜，最近三轮全胜后排名上升至第七。
卡拉斯科始终神勇，博阿滕持续爆发，哈姆西克状态
上升，大连队外援的整体质量甚至高于恒大，虽然整
体实力上恒大高出一筹，但面对状态上佳士气正旺
的对手，恒大不可掉以轻心。 ■ 林永成

辛
鑫
在
颁
奖
仪
式
上
。

新
华
社
发

德约科维奇五夺温网冠军
经过5个小时

的五盘大战，温网
男单决赛于北京时
间7月15日凌晨结
束，头号种子、卫冕
冠军德约科维奇以
3：2（7：6、1：6、7：6、
4：6、13：12）击败瑞
士天王费德勒，第五
次夺得温网冠军，
他的大满贯冠军数
达到16个。

图为德约科维
奇在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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