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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羽林争霸”城市羽毛球赛昨日启动

好消息：“草根”冠军将为世锦赛开球

房屋租售
●售楼：清盘低售住房2000元，商
铺3800元/㎡起询13668129368
●某高星级酒店店面招租(永陵路
和人民中路三段)15908177033
●租售青城后山房13258362991
●售3000平商业房13666253333

●绵竹黄金口岸8000平米优价招
租招商合作13678015710园林出售土地转让
●新津牧马山稀有土地园林带政
府补贴转让13658037088求租求购
●求租负一楼至四楼纯商1500-4
千平/茶酒楼转可议13908173897写字间租赁
●科华北路宏地大厦租85242558
●金竹大厦310平租13658096343
●青羊区万和路天象大厦四楼A
区写字楼四间, 面积738.4平米,交
通便利,可单租13880736850

营业房
●金堂闹市独幢租15982165557
●红星路500平营业房86910749
●一环路南四段二楼、四楼600平
米营业房出租13908180802
●抚琴2楼280低租13982199880
●二楼商用房850平13350094982酒楼·茶楼转让
●转龙湖三千茶楼13982218656
●精装茶坊低房租13348879200
●十字路口1200平13980588291
●城南酒楼2千平转15308047940
●转海椒市酒茶楼一二楼1800平
低租金13281869209
●转让东湖旁520会所二环内临锦
江租金优车位多18628246699
●★景区酒店急转15984293393
●大石路600新装茶18613212789
●●肖家河茶楼850平转让或合作
15196669510
●九眼桥头酒楼带茶楼2千平转
13908076152周,18108113068刘
●西门一环内茶浴13308198806
●西门有车位茶楼18980956478

●航空港600酒楼转13688103120
●新装KTV对外承包15008179888
●茶楼转停车位足18980807746餐馆转让
●专业为你找铺转铺面66995072
●西门银沙附近低房租，冒菜串串
金口岸接手即盈利★88184696

●香槟广场旺餐转15308185431
●转200平旺餐带气18681223918
●大丰旺餐240平转18780237183
●天久路旺餐转让15828345924
●急事优惠转让苏坡300㎡火锅
串店（整体转让或空转）。张先
生13032809898，62329013
●金府850平火锅转15902886196
●花牌坊火锅转让13980692121
●金阳路旺铺急转13458518189
●西门480平旺铺转13708188419
●春熙路420平餐转13981958948
●八宝街后灯笼街600平旺餐转让
或联营18008038750

●川师广场餐馆转13541022829
●黄金路万裕生活广场餐饮铺面
380平低价转让13547934558刘
●五块石旺餐转让13540382878
●市中心300平火锅18215541353
●转九里堤火锅店13608050577
●中海350平独栋18200565005陈
●高新区火锅店转18244225655
●大庆路268火锅转18682736899
●光华村黄金地段千平火锅店优
低转15351278999、15308068769
●王府井小吃城转13981811020
●金房苑火锅店转18608031138
●●餐饮技术支持加盟66169688
●光华村李庄白肉13688028333
●餐饮旺铺优转18683610520
●转神仙树旺中餐13980680437
●静居寺500平火锅18980863591
●五块石200多平转15928869997店铺
●武侯刷卡药房转13666206898
●急转城区电玩证18081815221
●大丰KTV急转18980836810
●专业商铺租售转让86679682
●转芳草100平铺13076041175
●新小区门口285平18683935020
●宽巷子旁铺联营转让66861400
●★琴台路2300平二楼商铺招租，
可餐饮带停车场13808027500
●富侨转让或合作15608048999
●温江城区十字路口洗车美容转
让营业中旺铺13880508733
●低租四百串串香13518159209
●武侯网吧转证13111868256
●出国急转双楠碧云路旺铺200平

米白先生13808184862
●洗车快修连锁转13908230855厂房租售
●青羊蛟龙港5600平米300kva 厂
房出租13980456915可分租
●汽修厂转让位佳13882013266
●1000平厂房出租13540674047
●成灌路旁场地租13551183556
●青羊总部厂房租13350878520

●龙潭寺厂库房租13982099043
●厂房租售15208389268
●簇桥3千汽修厂租13981818163
●大邑工业园带十吨行车厂房出
租，层高12米。13980798471
●城西厂库租800平13808175416

●龙泉黄土5元/平13198577277
●三圣乡花博会750平米商务办公
出租18980829727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成温路场库出租13708061546
●郫县万平厂库租18980669268
●犀浦厂房出租18615779670
●黄甲4200厂库房出租85270458
●双流煎茶5千厂库13908180870
●工业园厂房出租13980532259
●新津工业园新标准厂房17000

平带行吊5000起租13881931753
●犀浦3千余平13668157102
●●●温江工业园生活区餐厅转
让及标准厂房出租13540202112
●都江堰厂房租售13880054834

●●园区新建厂房租售84916999
●黄田坝1500平厂13808002675
●大邑3000-15000㎡新标准厂房
出租，宜食品。通水电、蒸汽，交通
便利18980525009王生
●石板滩厂房出租13608226668
●彭州工业园厂房出租83715395
●标准高台库出租18982261220
●视高新厂房出租18228138225

●双流蛟龙正规厂房带办公住宿
楼总4800平米13981948573周
●龙潭工业园区办公楼出租,另有
库房出租,环境优13981945168
●出租北三环外厂房库房2800平，
可分割为两个厂13348866986

●龙潭工业园区标准库房约2000
平米出租13880059738袁先生
●青白江工业区厂房办公楼出租
三万平米(可分租)13980059115
●川陕路蓉都大道天回路418号场
地厂库房办公楼出租83573335
●青白江厂库优租13018299533
●新都青白江新货运大道旁两万
平库房出租13981755666
●沙西线厂房出租13568925619
●什邡2千平厂房租13547912222

●新都泰兴2600平全钢架厂房出
租，水电工业用气航车光纤网 络
一应俱全，询13708086758担保公司
●投标保证金咨询13281809996

●现金短借咨询13982051898

房产抵押咨询
●钱媒投资，专业中介，详询
18081985598,18081986598

招商
●成华北巷4号83227908多种面积
合作租赁娱乐项目合作

●优转80亩星级农庄,设施齐全,地
理绝佳,13880811228李先生
●有项目找资金18981771778
●市内独栋黄金口岸物业，可分
层租（宜酒店）18086852427
●转青城山绝版地18681251383
●公园内独栋招商13551171972

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旅游咨询
●云南旅游特价：西双版纳大理
丽江七日游280元起/人86180888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祥成租车成都最低价84555318
●吉安★高中低档新车83028288

●代收驾照清零15928803569

装饰设计

●金豪装饰高端设计85975531-0

建筑规划设计
●会展设计与施工15196666119

绿化·美化
●园林景观屋顶花卉★85695427

装饰装修
●鸿盛★商业装修13908057749
●千盛中小型商业装修87493838
●办公室茶娱装修翻新84410228

彩板·钢构
●活动房钢构大棚13982087779

养老托老
●离市区最近医养一体84713993

保姆·钟点工

●巧手钟点工保姆保洁85567488
●新鸿保姆钟点工保洁84379449清洁公司
●东怡保洁84376668★87311418
●新鸿保洁85183374★87514228
●天天净87616277毯85403350墙
●乐当家85151456毯85171456蜡
●洗外墙15208222133烟机石材

保洁服务
●净牛家庭保洁87666543洗地毯

疏通管道
●玛利管道工专业疏管87308888

●83337896专业疏掏抽87544168

疏管掏粪
●66309222疏管抽掏粪87023884
●85533772疏管抽掏粪85044621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
●●专业疏改管抽掏粪87786400防水·堵漏
●防水堵漏改水电粉刷85020972

丁俊晖父亲台协任职无工资

中国台球协会首期教练员培训班目

前正在北京举行，有记者发现，丁俊晖的

父亲丁文钧也出现在了此次培训班，身

份是中国台协训练教练员委员会副主

任。丁文钧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自己

在中国台协任职并没有工资。

参加本次培训班的教练员不仅要进

行理论课学习和考试， 还要进行技能课

的实习和考试， 只有所有科目均考试合

格的学员， 才能在24日的结业仪式上最

终领到教练员资格证。 凭一己之力把丁

俊晖培养成职业斯诺克顶尖选手的丁文

钧， 是否会把对丁俊晖的教育模式灌输

给其他教练员呢？丁文钧表示，担任这个

副主任是中国台协内部的决定， 他也是

刚知道的， 所以他还不清楚具体的工作

内容， 但这段时间他肯定会和其他教练

员一起交流沟通。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整理

涉非礼队员

香港武术队总教练惹上官司

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最近一期

《东周刊》报道，有家长联署投诉新任香

港武术队总教练，涉嫌非礼女队员，震撼

本地体坛。

19日出版的《东周刊》报道新任香

港武术队总教练疑涉非礼女队员， 一班

队员家长亦发出联署信向香港武术联会

及香港体育学院投诉，并报警求助。报道

指武术队总教练涉嫌于执教时， 做出令

女队员不安的肢体接触。 两名分别为12

岁和16岁的女童，在1月底由家长陪同到

沙田警署报案，怀疑被非礼，涉案男子正

是武术队总教练。

童绸

虽然只是国内业余选手之间的比赛，

“羽林争霸” 羽毛球赛在世界羽联的地位

却是越来越高。 不仅世界羽毛球联合会秘

书长托马斯·伦丁专程出席了昨日举行的

“羽林争霸”2013年红牛城市羽毛球赛启

动仪式，而且据最新消息，从今年开始的3

年内，“羽林争霸”总决赛都将在世锦赛比

赛期间和城市举行， 并由冠军队成员为世

锦赛开球。

已有5万余人报名参赛

本届“羽林争霸”将从4月6日起正式

打响，全国共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大区。

据赛事组委会透露， 今年共有来自包括成

都在内的全国163座城市的5万余名羽毛球

爱好者参赛， 再次刷新了国内业余羽毛球

赛事地域覆盖和参赛人数两项纪录。 在经

历各城市赛、各赛区决赛及大区决赛之后，

四大区的冠军球队将于7月底会师广州参

加全国总决赛， 冠军球队成员将为2013广

州羽毛球世锦赛开球。

与前三年不同，今年“羽林争霸”在传

统赛制基础上，大胆进行了赛制革新，彻底

打破了“盘”和“局”的限制。作为国内最

知名的业余城市羽毛球团体赛事之一，“羽

林争霸”沿用以往的混双、男双和男单三盘

较量，但与之前三盘两胜的赛制不同，这次

将把这三个项目改为一局定胜负， 并按以

上轮次进行两轮，获胜局数高的一方取胜；

如果战平， 则混双组合中的女选手需要单

独披挂上阵， 通过女单的比赛进行决胜局

的较量。

奥运冠军助阵启动仪式

尽管只是业余比赛， 却得到了中国羽

毛球队的鼎力支持，昨日，李雪芮、蔡赟、傅

海峰等奥运冠军都来到现场助阵。 国家体

育总局乒羽中心主任刘晓农昨日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举办这样的比赛， 意义不仅在

于创办了一项国内规模最大、 覆盖最广的

业余羽毛球赛事，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勇

于创新、 真正以羽毛球爱好者为中心的赛

事。”

去年8月6日，2012“羽林争霸”总决赛

于奥运期间在英国伦敦举行， 在英格兰羽

毛球协会的承办下， 两支业余羽毛球队享

受了一场赛事组织和规格都堪称专业的总

决赛；今年，得到了世界羽联支持和认可的

“羽林争霸”赛事再次升级，在2013至2015

这三年中，“羽林争霸”总决赛都将在世锦

赛比赛期间和城市举行， 并由冠军队成员

为世锦赛开球。

“世界羽联不仅关注职业赛事的发展，

同样希望能为业余赛事提供尽可能的支

持，只有这样，羽毛球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

发展。” 世界羽毛球联合会秘书长托托马

斯·伦丁在 “羽林争霸” 启动仪式现场表

示，“我们很高兴能和红牛‘羽林争霸’合

作，推动羽毛球运动的普及与发展。”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核心

提示

西班牙“兴奋剂医生”供认：

客户从事各种体育项目

在“西班牙兴奋剂丑闻”案中受审

的医生富恩特斯昨日表示， 只要世界反

兴奋剂机构（W A D A）需要，他愿意提

供客户名单。

富恩特斯涉嫌向自行车选手和官员

提供兴奋剂等有偿服务， 被指控犯有

“危害公共健康” 罪。 虽然事发于2006

年，但案件依然在审判过程中。当年共有

56名自行车选手在 “西班牙兴奋剂丑

闻”中受到牵连，直接导致了包括前环法

冠军德国选手乌尔里希、 意大利名将巴

索在内的多名选手在2006年环法自行车

赛开赛前夕被除名。

“只要他们觉得我有用，向我要名

单，我愿意给。就是不知道这些东西对他

们有没有价值，”富恩特斯说。据富恩特

斯供认，他的客户并不局限于自行车，而

是从事各种体育项目。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世界羽联秘书长托马斯·伦

丁昨日表示， 尽管林丹因为世界排名下滑而

很有可能无缘获得今年世锦赛的参赛资格，

世界羽联也不会为他“开绿灯”。

在伦敦奥运会之后林丹请假半年， 缺席

了全部国际赛事， 直到今年3月1日他才正式

归队训练， 但之后他也没有参加全英公开赛

等赛事。长期休假让“超级丹”的世界排名下

滑至如今的第41位。

根据规则，在截至今年4月25日的世界排

名中，一会员协会在一个单项中只有在4人排

名前8的情况下， 才能获得4张世锦赛满额入

场券。从目前情况看，中国队的谌龙、杜鹏宇、

陈金排在前八，而王睁茗（

第

11）、高欢（

第

26）、陈跃坤（

第

32）也排在林丹之前。在4月

25日之前，林丹只报名参加了亚洲锦标赛。因

此， 他想要在截止日期前重回前8已经不可

能， 这意味着林丹将很有可能没有资格参加

今年8月于广州举行的世锦赛。

如果林丹想参加世锦赛， 就需要世界羽

联向其发放外卡。但前来北京出席红牛“羽林

争霸”启动仪式的世界羽联秘书长伦丁表示，

不会特殊照顾林丹。

“我们理解林丹请假的背景，但是很难为此

而单独修改规则。运动员如果没有打球，那么

他的排名就会下降，就难以晋级世锦赛。我们

理解队员需要休息， 但规则也不能因此而修

改，”伦丁说。

此外， 谈及饱受诟病的 “强制参赛”

政策， 伦丁表示世界羽联正在考虑对此进

行修改和完善。依据现有政策，世界前8的

选手必须参加全部5项顶级赛以及4项超

级赛；如果不来的话，就会被处以5000美元

的罚款。

“总体来说，这一政策在网球等其他项目

很常见，这对于推广羽毛球有必要，因为我们

要确保优秀选手参赛。但同时，我们也在考虑

政策是不是太过于强制了， 我们也很关心运

动员的伤情， 希望他们能多打几年比赛，”伦

丁说。

据美国《芝加哥商务报》昨日报道，C SN

芝加哥站的解说员、前N BA球员肯达尔·吉尔

被暂时停职，停职的原因令人意外，在周二公

牛与金块比赛后，他与另一解说员蒂姆·多伊

尔对裁判最后时刻的争议判罚意见不合，两

人竟然在赛场的媒体工作间大打出手。

公牛与金块的那场比赛战至加时， 终场

前1.7秒，公牛仍落后2分，贝利内里投篮，球飞

向篮筐时，诺阿跳起将球补进篮筐，但裁判认

定这是进攻干扰球，判进球无效，公牛因此失

去扳平比分的机会告负。 公牛全队对这个判

罚极为不满，球队主帅锡伯杜更是怒不可遏。

吉尔和多伊尔都供职于C SN 芝加哥站， 两人

在现场解说这场比赛， 直播节目时两人就对

这个判罚有不同观点。 吉尔认为球已经离开

篮筐的范围，诺阿可以触球，但多伊尔却表示

反对。当时两人都非常克制，没有火药味。但

两人回到赛场媒体工作间后， 吉尔再次提到

反对多伊尔在直播节目中表达的观点。

《芝加哥商务报》的记者丹尼·埃克亲眼

目睹两人如何打起来。他说，当时吉尔和多伊

尔在媒体工作间已经吵得不可开交， 吉尔大

声质问多伊尔评论的问题，他越说越生气，一

拳打向多伊尔，随后两人扭打在一起，并撞上

了墙上的告示牌。墙染上了血迹，很明显有人

在打斗过程中流血。 这起冲突给C SN 造成了

不良影响。C SN 芝加哥站的新闻主管凯文·克

洛斯表示， 先出手打人的吉尔已经被暂时停

职，“我们会进一步调查这件事发生的起因和

过程。在事件调查清楚之前，吉尔不会出现在

我们的直播节目中。”

吉尔曾效力N BA 15个赛季， 退役后他曾

短暂改行打拳击，之后成为电视台解说员，负

责C SN 芝加哥新闻站有关N BA公牛比赛的报

道工作。

成都商报记者 盖源源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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