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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黄金海景大酒店机械立体车库项目位于滨海大道南侧海
口黄金海景大酒店西南角，属《海口市金贸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
编）》LH0207011地块范围。项目拟建1栋地上11层机械立体停车
楼，建筑面积1122.24平方米。根据《海口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
定》相关规定，建筑西、南侧退用地红线应满足9米，现送审方案西侧
退用地红线为1.76-3.56米，南侧退用地红线为1.20米，退线距离均
不符合技术规定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
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8月23日至9月3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

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

15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
编码：570311。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8月23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黄金海景大酒店机械立体车库项目规划公示启事

国家开放大学海南开放大学
(原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一所百姓身边的新型大学
学知识强素质拿文凭交朋友

海南开放大学是海南省人民政府举办的本科成人高等学
校。教学点布及全省各市县,免试入学，工作学习两不误，是成人
本、专科学历教育优选；颁发国家开放大学毕业证书，教育部电子
注册，国家承认学历，本科可授予学士学位。

开设专业类别：文史、财经、理工、旅游
◆地方学院咨询电话：三亚学院88214928，儋州学院（含洋

浦）23588485，琼海学院（含万宁）62819613，文昌学院（含定安）
63299166，东方学院（含昌江、乐东）25583266，五指山学院（含陵
水、保亭、屯昌、琼中、白沙）13637593992，精英学校(海口琼山)
31329729，智天下培训（海口秀英、临高、澄迈）18789917890，旅
经贸学校（海口龙华）66987577。

◆校本部报名地点：海口市海甸二西路20号海南开放大学
远教大楼14楼1404招生就业处

◆校本部咨询电话：66115373、66211011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9月13日

海南垄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建的海口坡博坡巷C-6-15
（附-3）地块项目位于龙华区博巷路西侧，申报方案拟建4栋14-22
层住宅楼及配套商业，建筑退线满足控规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权
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8月23日至9月3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gov.cn。（2）书面意

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5房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
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
话：68724369，联系人：白雪。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8月23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口坡博坡巷C-6-15（附-3）地块项目规划公示启事

海 南 志 众 超 建 筑 材 料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UGWJ9E）：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涉
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处理决定书》（琼税一稽处
〔2021〕50号）公告送达。

一、违法事实:你公司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于2021年1月向
上海辉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5份，发票代码
4600203130，发票号码01673684-01673708，货物品名为“*有色金
属冶炼压延品*锌锭*”，金额2,494,911.50元，税额324,338.50元，价
税合计2,819,250.00元。

（一）走逃失联，不纳税申报:经核查，你公司不在工商、税务登记地
址办公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你公司2021年1月至5月未
进行纳税申报。

（二）进销项不匹配:经核查，2021年1月至2021年5月，你公司开
具销售货物增值税专用发票，却无购进货物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抵扣
信息。

（三）大宗交易未付款:经核查，截至2021年6月，你公司没有银行
账户开户信息，你公司与上海辉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公对

公付款记录。
上述违法事实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协助查询答复

书》、销项发票明细清单、进项发票查询列表、走逃失联情况证明、现场
笔录、电话联系视频记录、物业公司证明为证。

二、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
二款第一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
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规定，你公司向上海
辉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开具的上述 25 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
2,494,911.50，税额324,338.50元，价税合计2,819,250.00元，是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

你公司若对本《税务处理决定书》不服，可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电话：0898-66969045；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城西路22
号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联系人：王先生、黄先生。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21年8月23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21〕102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21〕103号
海 口 江 今 柯 林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000MA5TUL3100）：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涉
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处理决定书》（琼税一稽处
〔2021〕53号）公告送达。

一、违法事实：
（一）注册经营地址虚假，应纳税申报而未申报:你公司成立于

2021年1月21日，经主管税务机关龙华局电话联系法定代表人沈涛、
财务负责人沈涛、办税人李布松，上述人员向税务机关留存登记的2个
联系电话一直关机，到注册登记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海秀中路96
号海南奥林匹克花园5号楼阿波罗华庭1202B房实地核实也没能找到
你公司。你公司自成立至今，从未进行纳税申报；注册地址、生产经营
地址虚假，实地查找不到。

（二）进销货物严重不符：你公司2021年1月28日17时10分你公
司通过电子税务局申请领用电子专票10份，领票人为李布松；2021年
1月28日18时56分你公司顶额开具全部10份电子专票(发票代码：
46002100113；发票号码：00450026-00450035)，价税合计110万元，
商品名称为*非成品油石油制品*无烟柴油，受票方为格尔木煜泰物流
有限公司。你公司并无成品油销售以及开票资质，也无任何进项，未
通过成品油模块开具品名为成品油的专用发票，而是通过正常开票模
块勾选商品编码“*非成品油石油制品”，然后自行填开品名为“无烟柴
油”的电子专票。

（三）大宗交易无收付款记录：你公司2021年1月28日向格尔木
煜泰物流有限公司所开具的 10 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46002100113；发 票 号 码 ：00450026 至 00450035；金 额 合 计
976,991.20元，税额合计127,008.80元，价税合计1,104,000元)。

你公司在金三系统中未有银行账户报告信息，经到人民银行查
询，你公司在海南省未开设银行账户，未查询到存在交易收付款记录。

综上以上事实，你公司税务登记信息不真实，经营地址为虚假地
址，存续时间短，集中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未按规定申报，你公司为
商业贸易企业，但购销严重不符，与下游购货单位无资金交易记录。

你公司上述行为都不符合正常企业经营行为，你公司没有实际经
营业务，但在公司成立之初，集中顶格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暴力
虚开的假企业或空壳企业，于2021年1月28日所开具的10份增值税
专 用 发 票 ( 发 票 代 码 ：46002100113；发 票 号 码 ：00450026 至
00450035；金额合计976,991.20元，税额合计127,008.80元，价税合
计1,104,000元)的行为属于虚开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

二、处理决定及依据：
(一)定性虚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587号）第二十二条：“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
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并加盖发票专用章。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
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
符的发票；（三）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相
关规定，认定你公司的行为符合“为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
符的发票”的情形，你公司2021年1月28日向格尔木煜泰物流有限公
司开具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10份(发票代码：46002100113；发票号
码：00450026 至 00450035；金额合计 976,991.20 元，税额合计
127,008.80元，价税合计1,104,000元)的行为属于虚开增值税电子
专用发票行为。

（二）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587号）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对违反发票管理法规情节严重构成犯
罪的，税务机关应当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
嫌犯罪案件的规定》（2001年7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10
号公布，根据2020年8月7日《国务院关于修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
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的决定》修订）第三条第一款“行政执法机关在依
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违法事实的情节、
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等，根据刑法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的司
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等
规定，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依照本规定向公
安机关移送”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
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六十一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
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案(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虚开的税款
数额在一万元以上或者致使国家税款被骗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应予
立案追诉”的规定，将你公司涉嫌犯罪的行为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你公司若同我局在税务处理上有争议，应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
十日内，以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作为行政复议被申
请人，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
规定，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地址：海口市城西路22号；联系人：吴女士、黄先生；电话：
0898-66969540。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21年8月23日

海 南 亿 杉 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9028MA5REMBN5L)：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涉

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催告通知书》（琼税一稽催

〔2020〕19号）公告送达。

《催告通知书》（琼税一稽催〔2020〕19号）主要内容如下：

本机关于2020年8月15日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税务处理决定

书》（琼税一稽处〔2020〕32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税一稽罚

〔2020〕25号），你公司在法定期限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五

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公司自收到本催

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以下义务：将欠缴的税款5,685,169.85元，罚

款5,926,753.04元立即缴纳入库。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

法强制执行。

你公司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你公司在收到

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

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

规定，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电话：0898-66969045；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城西路22

号税务大厦；联系人：苏先生、王先生。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21年8月23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21〕104号

海 南 省 撒 撒 苛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UGXJ5P）：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涉
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处理决定书》（琼税一稽处
〔2021〕52号）公告送达。

一、违法事实:你公司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于2021年1月向
上海辉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5份，发票代码
4600203130，发票号码01671513至01671537，货物品名为“*有色金
属冶炼压延品*锌锭*”，金额2,494,725.70元，税额324,314.30元，价
税合计2,819,040.00元。

（一）走逃失联，不纳税申报:经核查，你公司不在工商、税务登记地
址办公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你公司2021年1月至5月未
进行纳税申报。

（二）进销项不匹配:经核查，2021年1月至2021年5月，你公司开
具销售货物增值税专用发票，却无购进货物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抵扣
信息。

（三）大宗交易未付款:经核查，截至2021年6月，你公司没有银行
账户开户信息，你公司与上海辉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公对

公付款记录。
上述违法事实主要有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提供的客

户基本信息查询记录、增值税专用发票数据查询、进项发票查询列表、
走逃失联情况证明、现场笔录、电话联系视频记录等为证。

二、处理决定及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
二条第二款第一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
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规定，你公司
向上海辉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开具的上述2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
2,494,725.70，税额324,314.30元，价税合计2,819,040.00元，是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

你公司若对本《税务处理决定书》不服，可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
规定，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地址：海口市城西路22号；联系人：吴女士、黄先生；电话：
0898-66969540。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21年8月23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21〕105号

10 米跳台决赛，五个动作三跳满
分！东京奥运会上，14岁少女全红婵一
鸣惊人。作为中国奥运代表团最年轻的
运动员，以创纪录的成绩夺得10米跳台
冠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东京水上
运动中心上空。

全红婵是幸运的，凭着天赋与努力，
绽放青春的光彩。而这成功的背后，有
一个团队体系多年不辍的培养，有一家
人温暖而坚定的支持，更有一个重视体
育、珍惜人才的强大祖国。

冠军之路：从海滨小城
走出的天才少女

广东省湛江市，这座南海之滨的小
城，素有中国跳水之乡的美誉，诞生过陈丽
霞、劳丽诗、何冲、何超等4位世界冠军。

全红婵的家，就在湛江市麻章区麻
章镇迈合村。这个只有3.3平方公里的
村庄共有339户，不到2000人。

这样的村庄，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
如同沧海一粟。但全红婵这个苗子，却
被细心的教练发现了。

2014年5月，麻章镇迈合小学，正在
和同学们做游戏的一年级学生全红婵吸
引了湛江市体育运动学校跳水教练陈华
明的目光。无论是跳皮筋还是跳格子，
她的身形轻盈、动作灵活。

对孩子们进行了弹跳和柔韧性方面
的测试后，陈华明初选了几个苗子，其中
就有全红婵。

4个月后，全红婵到湛江市体校报
到，开启了她的体育生涯，离家时她依稀
记得爸爸说：“要为国争光。”

刚起步时，她还是个“旱鸭子”，不会
游泳，但很快，这个活泼开朗的小姑娘喜欢
上了跳水。训练只能在露天跳水池进行，
完全要看天的“脸色”，夏天打雷下雨不行、
冬天太冷不行，全年只能训练7个月。

跳板是铁制的，夏天被晒得滚烫，她
只能用毛巾挤水给跳板降温，然后一次
次迎着炫目的阳光，一跃入水。

“即便是如此艰苦的环境，全红婵在
训练中的刻苦、认真慢慢表现出来了。”
陈华明说，“她的成功并不完全靠天赋。”

全红婵是同伴中第一个登上3米
板，接着是5米跳台、7米跳台……两年
后，她又是第一个站在10米跳台上，毫
不犹豫地跳下去。

全红婵说：“也没想那么多，眼睛一
闭就跳下去了。”教练由此得出全红婵

“胆子大”的结论。
教练的赞许和鼓励、同伴羡慕的目

光，让这个小姑娘懵懂地意识到自己可
能“是这块料”，而梦想的种子，也就这样
悄然种下。

“爸爸工作很忙，很少来看我，但是
有队友和教练的陪伴，就好像在大家庭
里一样。”全红婵说。

2018年2月，位于广州二沙岛的广
东省跳水队训练基地迎来了全红婵，她
在试训中锋芒初露，教练何威仪至今记
忆犹新。

“别看她身形小，身体素质远胜同龄
女孩甚至男孩，跑得最快，30米4.5秒，肋
木举腿10个用时13秒，身体里蕴藏着与
体型不相称的能量。”何威仪说，想家、会
哭、畏惧，是每个孩子的必经之路，但全红
婵目标明确，经过鼓励后，没有再退缩过。

全红婵承认自己哭过，但次数不
多。“我不是爱哭包。学新动作时也挺怕
的，但我太喜欢跳水了，鼓励自己坚持。
我想拿冠军，像大哥哥大姐姐那样。”

大哥哥是指同样来自广东队的里约
奥运会男子10米台双料冠军陈艾森和
东京奥运会男子3米板双金得主谢思
埸，大姐姐则是“跳水女皇”郭晶晶。

“教练经常说，大哥哥大姐姐都是榜
样，再苦再累也要坚持。”有了心中的榜
样，全红婵训练更加投入。练体能、练基
本功、上翻腾器训练、一次又一次从高台
跳下……

“我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学207C
（向后翻腾三周半抱膝）时，用了一年零
几个星期的时间。”全红婵说。

2020年 10月，在开赛前三周刚刚
掌握5个全套比赛动作的全红婵首次代
表广东队，出战全国跳水冠军赛并一举
夺金，力克陈芋汐和张家齐等世界冠
军。“爆冷”“黑马”“出乎意料”……此后
她的每一次亮相，带来的都是惊叹号：在
三站奥运选拔赛中两夺冠军，以总积分
第一的成绩获得奥运资格。

2020年底全红婵进入国家队，由于
疫情期间阵容精简，队里特意指派专人

在生活中引导她，由经验丰富的广东籍
队医负责康复，再加上教练的专业指导，
全红婵渐入佳境。

全红婵向记者提起了“感恩”。的
确，如果不是陈华明教练长年坚持“一个
都不能漏”的搜寻，她的人生必定与10
米跳台无缘。在全国星罗棋布的基层体
校中，有一批经验丰富、慧眼独具的教练
默默无闻、孜孜不倦、为国选材。

在全红婵问鼎奥运冠军的背后，是
体校、地方队和国家队环环相扣、层层递
进，是多位教练科学训练、悉心呵护，让
天赋与努力最终完美结合，成就那一方
碧池里惊艳世界的水花。

光环背后：爱和坚持浇灌
出的农家女孩

全红婵在东京奥运会夺冠后说“要挣
钱给妈妈治病”，感动了很多人。在奥运摘
金的高光时刻，她和所有这个年纪的孩子
一样，简单而又直白地惦念着家人。

全红婵来自一个七口之家，父母之
下，兄弟姐妹五人，她行三。母亲在
2017年遭遇车祸后失去劳动能力，整个

家庭的收入来源几乎全靠父亲。
村干部介绍，2019年，全红婵家被

纳入低保，每月按国家规定领取低保
金。当地政府为全红婵的母亲办理了
大病救助，每月发放残疾人补助。
2020 年全红婵母亲住院 8次，医疗救
助覆盖超过了总金额的90%。在村干
部的带动下，不少村民还帮助她家里
干些农活。

得益于这些保障，全红婵家日子虽
然算不上富足，却也没有太多后顾之忧。

村里人对全红婵也很关注。赢得第
一个全国冠军后她回家休假，大家伙儿
见到她都说“全国冠军了不起，下次再拿
奥运冠军”。

少小离家，那些常人可以想见的难
舍，早已云淡风轻。小姑娘只腼腆地笑
着说：“刚开始是有点辛苦，想家，但是我
太喜欢跳水了，爸爸鼓励我，让我坚持。”

妈妈叮嘱得更细致：“听教练的，好
好训练，小心点，别受伤，多看点书，多学
点文化。”

在父母眼中，全红婵“听话懂事”，是
个好女儿。难得休息回到家，她跟着爸爸
在果园里帮忙干活，给种的桔子树施肥。

“爸爸很辛苦却从不说困难。”全红
婵觉得自己的性格“像爸爸”，“冷静、孝
顺、永不放弃，他永远是我的榜样。”

虽然不常回家，全红婵却心疼爸爸
从早忙到晚、照顾一家老小的辛苦。所
以每次接到爸爸的电话，十几分钟的时
间，她都会“挑练得好的事情告诉他，练
得不好就不说了，不想让他着急担心”。

“家里的事情不用操心。”女儿一战
成名，父亲全文茂接过了献花，却婉拒了
其他馈赠。他说的“女儿靠自己努力获
得的成绩”道出了全家人的骄傲，而“都
是要靠刻苦训练出来的”又彰显了朴实
淳厚的家风。

未来可期：不忘初心、追寻
梦想的体坛新生代

全红婵红遍神州乃至世界，不仅仅
在于她令人惊叹的跳水技术，更是因为
她的率真烂漫。

夺冠后怎么庆祝——“吃点好的，辣
条！”

你觉得自己性格怎样——“杏哥是
谁？”

夺冠后被教练举高高——“感觉有
点疼！”

这是在她的年纪该有的样子。能看
出，在她的教练和“哥哥姐姐”当中，她受
到的宠爱与呵护，一点都不少。

在国家队里年龄最小的全红婵，因
为敢拼肯练，被哥哥姐姐们宠溺地称为

“红姐”。训练之外的时光，她会跟队里
的小伙伴一起学文化课，聊开心的趣事，
还有滑板、跳舞……

全红婵所呈现的，是中国运动健儿
更加鲜明的时代面孔。东京奥运会期
间，人们记住了戴着“小黄鸭”发卡“比
心”的杨倩、“跑得最快的大学教授”苏炳
添、“姣傲女孩”巩立姣……他们健康、阳
光的形象，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年轻
人的偶像。

赛场上，他们拼尽全力百折不挠；
赛场外，他们青春洋溢率真爽朗。他们

是激情洋溢的体坛先锋，是惊艳世界的
中国力量，更是14亿多中国人的自豪
与骄傲。

党的十八大以来，竞技体育攀越高
峰，全民健身快步前行，体教融合不断加
深，体制机制改革深入推进，体育产业向着
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稳步发展，我
国正在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扎实迈进。

“得益于国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
举措，全民体育正在‘落地开花’。”当年
挖掘全红婵的陈华明教练深有感触，遍
布全国的基层选拔体系为更多人才搭建
成长路径，愈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
广大运动员心无旁骛，科技含量满满的
训练体系助力奥运健儿勇往直前。

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撑，这一切都无
从谈起。

以广东省为例，近年来，全省19498
个行政村都建设了农民体育健身设施，
1139个乡镇建设了农民体育健身设施，
投入约2.5亿元购置的全民健身器材均
优先安排到贫困地区。全红婵家乡所在
的湛江市麻章镇，在打造广东省乡镇企
业百强镇的同时，也一直保有广东省体
育先进镇的名号。

东京奥运夺金后，回国隔离期间，全
红婵依然一丝不苟地在房间里做着练
习，为即将于9月6日至14日举行的陕
西全运会做准备。

“三年后，我还想代表中国，站在巴
黎奥运会的冠军领奖台上。”她说。

然而以巴黎奥运会为目标的全红婵
还必须经历多道关卡考验：全运会、明年
的世锦赛和亚运会、2023 年世锦赛、
2024年跳水世界杯等一系列赛事，和随
之而来的“成长烦恼”。

中国第一位女子跳板奥运冠军、共
获得过70多枚国际赛事金牌的高敏指
出：“生长发育期对于女子跳台选手来说
是一个挑战，因为长身高、长体重意味着
需要增强力量、调整技术结构，一旦力量
和技术不匹配，就会状态下滑。期待未
来在巴黎赛场看到全红婵，用‘强者’代
替‘天才’来称呼她。”

“爸爸提醒我要不忘初心，我的梦想
就是拿冠军！”全红婵的话语，透着越来
越清晰的坚定。

希望那些奥运带来的光环与喧嚣，在
她登上10米跳台的一刹那，都会安静退
去，只待那发力的一跃，化作水花的精灵。

（据新华社广州8月22日电 记者吴
晶 周欣 屈婷 叶前 王浩明 周自扬）

水花的精灵
——奥运跳水冠军全红婵的成长故事

全红婵全红婵。。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