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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华锦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三
亚分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特此
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公告
各位客户：海南国之旅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澄迈县大同营业部（下称
营 业 部）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27MA5TG3QQ65营业部
至今未办完政府相关许可经营等
手续，还未正式开业，近期发现有
人私刻此营业部财务章，严重影响
了本公司正常经营及管理。现登
报提醒广大客户注意，并声明其未
经公安机关备案财务章所办理事
宜本公司不予认可并保留追究其
法律责任的权利。特此公告
海南国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20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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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 当

据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记
者余俊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3日晚
间正式对外公布2020年春节联欢晚
会节目单。

据介绍，今年春晚语言类节目
达8个，创下历年之最。《生活趣谈》
《婆婆妈妈》《机场姐妹花》《快乐其
实很简单》《喜欢你，喜欢我》等作品

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风雪饺子
情》《父母爱情》等作品情感浓度与
思想深度并重，不仅以情动人，还饱
含人生哲理，力求与观众心弦同频
共振；《走过场》鞭挞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让观众在笑声中为正风肃纪
点赞。

今年的歌舞类节目，既包括李现、

朱一龙、马思纯、周冬雨、李沁、陈伟霆、
张艺兴、王俊凯、王嘉尔、易烊千玺、杨
紫、王源、魏大勋等大批新生代演员，用
歌声唱出年轻一代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的青春宣言；又有郭兰英、李光羲、杨洪
基、李谷一、蒋大为、佟铁鑫等老艺术家
们登台放歌，唱响《我的祖国》《边寨喜
讯》《锦绣小康》等经典老歌和新编劲

曲，汇聚正能量，激荡人心。
此外，吴磊、彭于晏等演员将亮相

魔术表演，与魔术师一起开启奇幻世
界的大门；杂技节目中，中国杂技的柔
术和群体造型相结合，在春晚舞台上
将力与美活力绽放；武术表演《武林雄
风》，在武舞相融的交相辉映中，展示
博大精深的中华武术精神；《璀璨梨

园》荟萃名家名段，演绎四大名著。
据了解，今年央视春晚采用北京

主会场联动河南郑州、粤港澳大湾区
两地分会场的模式，重点聚焦新中国
成立7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2020
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
攻坚等主题，展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幸
福感、获得感和自豪感。

2020年央视春晚节目单出炉
语言类节目占比创历年之最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硕克杯”
2019—2020年海南省男子足球超级
联赛经过近4个月的角逐，近日鸣金
收兵。万宁腾骥队在最后一轮决战
中，2：2逼平上届冠军海南佳宁娜红
色战车队，首次捧起海超冠军奖杯，
并赢得9万元的奖金。

获得第3名至第7名的分别是琼
海京海成足球俱乐部队、陵水鼎力靖
程足球俱乐部海南师范大学队、海南
岁月明星俱乐部新温泉海南大学足球
队、儋州市队和海南天宇俱乐部队。

上届联赛冠亚军海南佳宁娜红色
战车、万宁腾骥在最后一轮狭路相逢，

冠军悬念留到最后。本场比赛之前，
佳宁娜红色战车落后万宁腾骥2分，必
须取胜才能后来居上。但万宁腾骥队
牢牢控制主动权，以2：1领先。顽强的
佳宁娜红色战车队没有放弃，终场前
扳回一球。可惜，留给红色战车队的
时间太少，在万宁腾骥队的严防死守
下，最终未能翻盘，与冠军失之交臂。

海南省超级足球联赛自2012年
开始，至今已举办7届，参加本届海
超足球联赛的共有7支球队。组委
会还设最佳运动员、最佳射手、最佳
守门员、最佳教练员和最佳裁判员
奖。本届海超足球联赛为跨年度比

赛，参赛球员都必须在海南省足协注
册，各队教练员也必须为中国足协D
级以上教练员。

在已经举行的7届省超级足球
联赛中，海南佳宁娜红色战车队四度
捧杯，每届都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红色战车队屈居亚军虽败犹荣。他
们仅客场0：2负于陵水鼎力靖程足
球俱乐部海师队，但平局过多，让其
失去领先的优势，最终功亏一篑。

本次省足球超级联赛由省旅文
厅主办，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承办，
省足协协办，海南硕克足球产业发展
公司运营。

海南省足球超级联赛鸣金

万宁腾骥队首次捧杯

2019—2020年“硕克杯”海南省
超级足球联赛近日收兵，组委会负责
人表示，本届海超联赛各队没有聘请
外援，但竞争越来越激烈，水平也越
来也高。本土球员的技战术能力比
往届都有提高。

今年的比赛直到最后一轮才决
出冠军，凸显比赛的激烈程度。前4
名万宁腾骥队、佳宁娜红色战车队、
琼海京海成队和陵水鼎力海师大队
之间的比赛场场扣人心弦，多场比赛
都是最后10分钟分出胜负。

佳宁娜红色战车队的李经纬连
续参加了7届海超联赛，是海超联赛
的“元老”。今年30岁的李经纬司
职后卫，曾代表澄迈队夺得过第一
届海超联赛冠军。此后，他转会到
佳宁娜红色战车队。李经纬以速度
快、卡位准著称，但在和陵水队的比
赛中，他在回追的过程中感到力不
从心。李经纬说：“海南业余高水平
球员后继有人，这两年万宁队、海南
大学队和陵水队等涌现了一大批年
轻的选手。”

省足协前两年规定，参加海超联
赛球队的主教练必须“持证上岗”。
经过几年的坚持后，海超球队的教练
员执教能力也有了较大提高。“以往
教练员大都没有太明确的战术，往往
是围绕着球队中踢得最好的球员布
置战术，把这名队员用到筋疲力尽。
这两年则不一样了，多支球队可以较
为熟练地运用高位逼抢，全攻全守等
战术。像万宁队、陵水队的小快灵、
红色战车队的传控踢法，在海超独树
一帜。”李经纬说。

陵水鼎力海师大队是这两届海
超联赛的“新生强队”，该队教练沈新
宇认为，海超联赛连续举办了7届，海
南本土球员在比赛中的技战术水平有
了明显提高。“海南球员在保持速度快
的同时，传球和控球的能力也看涨。
参加海超联赛对海师大队很有帮助，
我们能进入全国大学生校园足球最高
级别的超级冠军联赛16强，和参加海
超联赛分不开。”沈新宇说。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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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TA2电竞邀请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卫小林）DOTA2“海南大师

杯”电竞邀请赛春季赛近日在海口启动，赛事总奖
金138万元。

据介绍，在海南省和海口市两级政府相关部门
支持下，中视波米电竞娱乐（海南）有限公司倾力打
造了DOTA2“海南大师杯”电竞邀请赛这一崭新品
牌赛事，目的是培育海南本地电竞市场，推动海南电
竞产业发展，打造海口城市体育竞赛新名片。

本次赛事的春季赛分为线上赛和线下赛两个
阶段，线上赛于1月下旬启动，线下赛将于3月5
日至7日在海口湾演艺中心举行。其中，线上赛
共有12支战队、线下赛有8支战队参赛。参赛的
明星战队有首届DOTA2世界冠军乌克兰天生赢
家战队（Navi）、第四届世界冠军中国NB战队和
亚军中国VG俱乐部战队以及澳大利亚Fnatic俱
乐部战队等，参赛选手中有多位2019福布斯中国
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入选选手，如著名DOTA
职业运动员白帆等。

海口湛江打造春晚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同海同欢庆，幸福一家

亲。“同一片海”——2020年海口、湛江春节联欢
晚会近日在海南国际会议中心东方环球大剧院录
制。晚会现场，11个精彩纷呈的节目充分展现了
海口、湛江两地椰风海韵下的滨海人文故事和城
市特色风貌，获得在场千余名观众的热烈掌声。

据了解，为加强文化交流，加快推动“琼州海
峡一体化建设”，海口、湛江连续3年联袂打造春
节联欢晚会。

本次晚会节目内容，紧扣海口、湛江两地的文
化特色、城市风貌、民俗风情，包含戏曲、杂技、歌
舞、小品、情景剧等多种节目形式。

门神节巡展海口举行
本报讯（记者张期望）第三届门神节全球潮

创巡展新春首展近日在海口万象城N次方公园
举行。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过春节，贴门神，保
平安，降吉祥”是中国人沿袭数千年的习俗，也在
不断发展中衍生成为丰富韵味的中国传统文化。
为了更好地传承这份具有历史韵味的“门神文
化”，本次门神节秉持“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的文化
初心，联合国内外设计师、艺术院校师生、青年艺
术家、非遗传承人、艺术机构、潮品潮牌、创意设计
平台等共同打造。

本次展览共展出60幅作品，或超酷，或超萌，
或超哲理，或超现实……形状，千变万化，不变的
是门神文化的神韵。

还有不到 30天，克利伯 2019-
2020环球帆船赛的11艘赛船就将驶
入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这也意味着
本届比赛的亚洲首站——三亚站将上
演。在2018年春节，克利伯环球帆船
赛首次来到三亚，缔造了一场航海嘉
年华：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员及其家属、
工作人员深度体验三亚文化、饱览城
市美景，而三亚本地民众也借机登上
赛船，帆船运动深入人心。

两年过去，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带
给三亚诸多改变。三亚有着丰富的海
洋资源，海岸线长达263.29公里，拥
有大小港湾19个，拥有发展帆船运动
和水上产业的先天优势。除了克利伯
环球帆船赛，三亚还吸引了世界青年
帆船锦标赛和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等赛
事落户。三亚的本土赛事——环海南
岛国际大帆船赛、中国家庭帆船赛、司
南杯帆船赛、梅沙教育全国青少年帆
船联赛、Hobie16帆船邀请赛、中国
大众帆板巡回赛、海南亲水运动季等
也接踵而至。

三亚由此积累了大量办赛经验，
让“帆船”和“航海”成为三亚的城市名
片，并加快了三亚体育产业的前进步
伐。

克利伯环球帆船赛三亚站则提供
了一个消费场景，来自全球的水手及
其家属、工作人员形成一个庞大的消
费群体，给三亚旅游带来新力量，搭建
起“一站式”三亚旅游推广平台。调查
显示，37%的船员表示会带着家人、朋
友再次回到三亚，他们成为名副其实
的“三亚使者”。

三亚站期间，克利伯赛船将免费
对公众开放，普通民众登上赛船，近距
离感受航海生活，幸运的市民、游客还
有机会与赛船共同出海。这些公众开
放活动成为三亚冬日旅游的新产品，
让国内外游客体验不一样的三亚，也
为三亚旅游带来连年数据增长。“体
育+旅游”成为一种新的休闲方式，带
动三亚体育产业发展，加快旅游产业
转型升级。

（新华网三亚1月23日电）

三亚与克利伯：

环球帆船赛的带动效应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尤
梦瑜）1月24日至31日，风吹哪页读
哪页——海南岛国际图书（旅游）博
览会系列展之“在海口过大年”将正
式亮相海口骑楼老街，百年骑楼摇身
一变“品书香过大年”的文化街区，为
新春海南带来浓浓书香，为海南打造
靓丽的人文名片。

2019 年首届海南岛国际图书
（旅游）博览会在三亚成功举办，本次

在海口举办的系列展览正是为了践
行书博会提出的“4天办展，361天服
务”理念。据介绍，本次系列展览将
包括六个文化展览和新春书市：“鼠”
不尽的惊艳——《中国日报》欧洲版
封面插画展；“鼠”不尽的温暖——

“西岛故事”吴忠平摄影作品展；“鼠”
不尽的乡愁——《乡愁·中国》专题图
片展；“鼠”不尽的欢歌——南溟子
卡通阵列；“鼠”不尽的年俗——汉

声“大过鼠年”文化展；“鼠”不尽的情
思——刘运良先生骑楼速写展以及

“鼠”不尽的波隆（海南话：好棒）——
海岛兄弟动漫IP场景互动区。

值得一提的是，“系列展”以特展
的形式把海口骑楼老街打造成了一
间5000平方米“书香艺术空间”。书
博会多项“网红”展在此亮相。同时，
海南凤凰新华书店在骑楼老街开设

“大年书市”。

海南岛国际图书（旅游）博览会系列展海口开展

百年骑楼飘书香

年轻球员球技看涨 教练员指挥有方

海超足球联赛水平越来越高

歌舞《春潮颂》宋丹丹 张国立 莫文蔚 罗志祥

舞蹈《一带一路嘉年华》俄罗斯莫伊谢耶夫学院舞蹈团

相声《生活趣谈》岳云鹏 孙越

歌舞《过年迪斯科》陈伟霆 张艺兴 董宝石

小品《婆婆妈妈》贾玲 张小斐 许君聪

歌舞《春风十万里》张也 刘涛

小品《走过场》沈腾 马丽 黄才伦等

杂技《绽放》西安战士战旗杂技团

小品《风雪饺子情》贾冰 秦岚 张若昀 沙溢 吴磊

歌曲《万里长城永不倒》成龙

歌曲《共同家园》刘嘉玲 陈坤

魔术《层出不穷》甄泽权 吴磊 彭于晏 彭昱畅

歌舞《你好2020》朱一龙 周冬雨 李沁 李现 马思纯

舞蹈《晨光曲》朱洁静

歌曲《带着地球去流浪》刘欢 郑楚馨

小品《机场姐妹花》黄晓明 金靖 宋祖儿 王自健等

歌舞《我的祖国》郭兰英 金婷婷 阿鲁阿卓等

少儿歌舞《“鼠”我们幸福》空军蓝天幼儿艺术团

小品《父母爱情》郭涛 梅婷 刘琳等

歌曲《爸爸妈妈》李荣浩 于毅 王俊凯

歌曲《黄河颂》杨洪基 霍勇 蔡程昱 马佳等

钢琴协奏曲《黄河》郎朗 高昱宸

歌曲《幸福长流母亲河》孙楠 李宇春

京剧《空城计》王珮瑜 杨少彭等

越剧《红楼梦》吴凤花 李敏

昆曲《扈家庄》谷好好 冯藴等

京剧《蟠桃会》孟广禄 李哲等

歌舞《青春的起点》罗志祥 王嘉尔 易烊千玺 李汶翰等

小品《喜欢你喜欢我》谢娜 肖战 鞠婧祎 杨迪等

歌舞《边寨喜讯》吕继宏 周旋

小品《快乐其实很简单》孙涛 闫妮 王迅

歌曲《生命之河》谭维维 韩雪

歌舞《亲爱的中国》李光羲 蒋大为 蔡国庆 阿云嘎等

歌舞《明天会更好》欧阳娜娜

歌舞《编花篮》全体演员

歌舞《锦绣小康》乌兰图雅 凤凰传奇 魏大勋等

歌舞《再次相约二十年》张韶涵 杨紫 王源

舞蹈《泉》宋洁 张天爱

武术《武林雄风》河南少林塔沟武校

歌曲《难忘今宵》李谷一 汤非 扎西顿珠等

春晚节目单 1月23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进行的澳大利
亚网球公开赛女子双打第一轮比赛中，由于对手
基切洛克（乌克兰）/米尔扎（印度）组合退赛，中国
组合朱琳/韩馨蕴晋级下一轮。

图为朱琳（左）/韩馨蕴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朱琳/韩馨蕴晋级澳网次轮

发球、接发球到底线都被压制

张帅/彭帅
止步澳网首轮

据新华社墨尔本1月23日电（记者郝亚琳
岳东兴）23日，在2020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女
双比赛中，中国“金花”张帅/彭帅0：2不敌俄罗斯
选手韦·库德梅托娃和美国选手艾莉森·里斯克，
遗憾止步首轮。

“我觉得今天这两个对手个人能力都很强，
球质很高，而且发挥也非常好，从发球、接发球到
底线，都压制住了我们。我们的优势在于底线非
常好，但还是被压制住了，所以尽管每一分我们
都拼尽全力，但还是连续失分，还有很多需要提
高的地方。”张帅在赛后说。

尽管张帅和彭帅都是大满贯女双得主，但两
人上一次配对大满贯还是2016年的澳网和温
网。在登上今年澳网赛场前，双帅组合还出战了
本月早些时候的WTA深圳网球公开赛和霍巴特
国际赛，但成绩并不理想。

“坦白说，肯定技战术有很多问题，我们没有
像大家所期望的那样技战术清晰、打起来很默
契，但我们确实努力在配合、去拼。”彭帅说。

对于今年接下来的计划，两位选手表示，还
是先继续努力训练，能否搭档出战东京奥运会还
要看后续的情况。

尽管双打未能突破，张帅还将在24日迎战
14号种子克宁。“希望明天能把训练的东西先发
挥出来。”张帅说。

图为三亚号帆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