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赛季探营

2014年西昌邛海湿地国际马拉

松赛，定于11月9日上午在四川省凉

山州举办。昨日，西昌邛海湿地国际

马拉松赛组委会在成都举行了新闻

发布会， 对外公布了本次马拉松赛

的具体事项。 据凉山州人民政府副

州长、组委会新闻发言人施遐透露，

此次马拉松赛的总奖金额为115万

元人民币， 其中获得马拉松第一名

的男女运动员奖金各为4万美元（约

合人民币24.7万元）。

本次西昌马拉松比赛设男、女

马拉松（42.195公里）、男、女半程

马拉松（21.0975公里）、迷你马拉

松（5公里）三个比赛项目。组委会

除了邀请部分近几年世界马拉松

排名前150名的外籍选手外， 还邀

请了有中国田径协会注册的马拉

松运动员来西昌参赛。当然，参赛

人数最多的“版块”还是属于来自

全国各地的跑友，本次比赛预计总

人数20000人左右， 其中马拉松约

2000人，半程马拉松约3000人，迷你

马拉松约15000人。这是四川首次举

办国际马拉松赛，众多四川跑友在

得知此消息后，纷纷表示肯定会报

名参赛。组委会也对此进行了特别

的考虑， 为鼓励四川籍选手参赛，

特设四川省籍选手组，按成绩分别

录取男、女选手前8名，第一名奖金

2千元人民币。

为保障参赛运动员的人身安

全， 并尽可能地为他们在比赛中

提供优质服务， 组委会也进行了

精心的计划。施遐表示，一定要严

格体检报名手续， 要求报名人员

必须提供县级以上真实、 详实的

体检证明， 对不适宜长跑运动的

坚决不予报名， 并在报名同时向

参赛选手介绍长跑运动需要注意

哪些事项。同时，本次比赛全程沿

线共设供水点18个，其中用水站8

个，饮料食品补给站10个，充分满

足运动员能量、 饮用水需求。此

外，全线沿线共设70个移动厕所，

满足起终点、功能区、迷你终点及

赛道沿线运动员需求。

考虑到之前曾多次出现参赛选

手在马拉松比赛途中猝死的情况，

此次西昌马拉松赛现场救护将采取

定点医疗急救保障与伴随保障相结

合，卫生部门指定卢西安周边的4所

医院为马拉松比赛的指定医院，接

收突发病员的治疗。 同时在马拉松

比赛沿线，每5公里设置1个医疗站，

每2.5公里一个医疗点， 全程还配有

13辆救护车，16辆救护摩托车。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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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前队友慈世平即将试训四川金强，四川篮球或迎史上最大牌外援

周仕强：尽最大努力签下慈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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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撰写

赴美集训期间，金强相中慈世平

慈世平发推特自曝已和

3

家中国球队会面

昨日， 慈世平发了一条意味深长的推特，“还会有一

天来中国？我和3家球队会面了。还剩1家球队。也就是说，

协议已经达成了，签约就行了。我几乎就要来中国了！”他

的表态也引起来了外界纷纷猜测，有球迷甚至翻出了前几

天慈世平与四川金强俱乐部总经理耿洁和新疆广汇俱乐

部经理何长江的一张合影。

就此事，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联系了金强俱乐部董事

长周仕强， 周仕强承认金强俱乐部确与慈世平进行了长

时间联系，并将在随后几天对慈世平进行试训。由于目前

四川金强男篮正在洛杉矶进行集训， 因此慈世平只需要

与金强队参加合练就可以了，无需专门来成都试训一次。

周仕强表示，其实在球队赴美之前，他就通过经纪人渠道

与慈世平方面进行了沟通， 后者也对来中国打球表现出

了强烈的愿望，“双方谈得很愉快， 但要说已经达成协

议，那还为时过早。”

周仕强：他薪水要求高，但值这个价

金强内部人士透露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

今年将满35岁的慈世平曾经是联盟最好的外线防

守球员之一， 司职小前锋的他2004年获得NBA年度最佳

防守球员奖， 以防守强悍著称。2008年他加盟火箭队，与

姚明、麦迪组成了三巨头组合，这段经历也让他在中国声

名大噪， 成为多家中国企业的代言人， 还多次来中国走

穴。2009-2010赛季， 慈世平加盟湖人并帮助湖人拿下总

冠军。但此后，慈世平竞技状态急剧下滑，在2012-2013赛

季被湖人裁掉，其后他加盟尼克斯，但在今年2月再次被

尼克斯裁掉。如今的慈世平在NBA属于无球可打的状态。

对于慈世平的水平和状态， 四川金强方面一点都不

担心，董事长周仕强表示：“虽然他现在已经不在当打之

年了，但他的技术和经验真的是非常强，打CBA是绝对足

够了的。”据知情人透露，目前对慈世平有意的CBA俱乐

部很多，但金强是最有诚意，也最有可能签下慈世平的。

在请外援这个问题上，金强老板周仕强一直手笔很大，据

周仕强表示，慈世平的薪水要求“非常高”，但“他值这

个价，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签下他的。”而俱乐部内部一人

士透露，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

慈世平

（原名：阿泰斯特）

出生日期：1979.11.13

身高：2.01米

场上位置：小前锋

曾效力球队：公牛、步行者、国王、火箭、湖人、尼克斯

主要个人荣誉：2004年获NBA年度最佳防守球员奖

一旦慈世平最终加盟，那么金强男篮新

赛季球员拼图也将基本完成，由于没有了亚

外名额，新赛季金强队的两个外援将是慈世

平和菲巴，这两人都具有超强的个人得分能

力，尤其擅长中远距离投篮。再加上三分球

能力出众的于澍龙，这也将一改上赛季球队

三分线外乏力的弱点，打法也将从上赛季以

哈达迪为主的内线打法转变成外线火炮群

集体开火的打法。 这种打法观赏性更高，四

川球迷也将能大饱眼福。

至于内线，金强男篮则将以国内球员

主打，前山东队中锋，曾效力NCAA的天

才球员徐滔和队长陈晓东将组成内线双

塔 , 在此前一段时间的训练和比赛中，徐

滔表现出了很强的实力和可塑性，深得球

队器重， 周仕强表示：“新赛季内线的主

要任务， 就是防守， 徐滔的能力足够胜

任。”此外，还有消息称，还有几名颇具潜

力的山东球员已经加盟四川金强男篮，其

中就包括上赛季表现抢眼的贾诚，不过这

一消息目前还未得到金强俱乐部方面的

最终证实。

又讯

轰动国内篮坛的李昕状告浙江稠

州银行俱乐部提前解约、欠薪一案昨日开庭

仲裁，长达4小时的庭审结束后仍无结果，李

昕与俱乐部双方都接受了仲裁员提出的庭

下调解建议， 这次讨薪想要有个具体结论，

恐怕还要等很长一段时间。

亚足联竞赛部近日向成员协

会公布了6月和7月的亚洲联赛技

术评分结果， 中超联赛分列第八

和第七，在东亚位居韩日之后，中

超的亚冠名额由 3+1缩水为 2+2

（2正赛名额和2附加赛名额）已

经是必然。

根据亚足联的计划，2015、2016

亚冠(包括资格赛)将增加参赛协会

数量，届时会有24个参赛协会参加，

参赛队数却仍然保持32个， 而且还

是按照东亚区和西亚区各自进行。

这样各个协会原有的席位分配自动

将减少，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中超联

赛的席位。 实际上东亚区和西亚区

的各自的前两名都将只有3+1个亚

冠名额， 第三和第四的亚冠名额是

2+2（澳大利亚联赛比较特殊，由于

只有10支球队， 没有达到亚足联规

定的12支联赛球队的下限， 因此亚

冠名额只能获得2+1，多出的1个附

加赛名额给了越南联赛）， 第五名

是1+2，第六名是1+1。

虽然亚足联会以今年11月的技

术评分作为最终标准， 但由于亚冠

已进入了最后8强赛，下半年国家队

赛事也并不多，再加上中超距离K联

赛和J联赛的差距太过于遥远，因此

对于中超自身来说， 这个技术评分

届时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中超联赛

的变化空间也仅限制在从东亚区第

三到第四。因此，中超的亚冠名额缩

水为2+2也成为了必然。

成都商报记者 沈轶

又讯

西班牙巴塞罗那法院28

日决定继续对梅西进行涉嫌逃税的

起诉。巴西世界杯前，梅西就卷入了

逃税案，他被指控在2006-2009年之

间逃税416万欧元。但随后税务部门

查证后认为， 涉嫌违法的是梅西的

父亲，所以撤销了对他本人的起诉。

但巴塞罗那法院根据现有的证据表

示，梅西“有可能知道并认可他父亲

的偷税行为”，一旦梅西偷税罪名成

立，他可能最重面临6年的监禁和巨

额罚款。

胡敏娟

西昌邛海湿地国际马拉松赛11月开跑

总奖金115万 特设四川选手组

中超亚冠名额将缩水为2+2

金强将主打“三分雨”

慈世平曾在火箭队与姚明并肩作战 图据

Osports

日前， 慈世平晒出一张自己与新疆队经理何长江以及四川

队经理耿洁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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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玛泉高原天然水从诞生之日起，就

散发着一层与众不同的光环。 在藏语中，

“卓玛”是对女子的称呼，意思是“度母”,

很美丽的女神，是拯救苦难众生的女神。因

此，21位度母在藏族地区被百姓普遍敬拜，

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卓玛泉取自此名，意为

“水中女神”，主要寓意甘澈甜美的纯净水

源，犹如纯洁美丽的卓玛。

如今， 西藏卓玛泉高原天然桶装水作

为雪域西藏的馈赠， 从亘古纯净的念青唐

国内首现西藏高原天然桶装水

独创一次性包装“抢眼球”

古拉山的冰川岩层缝隙中，一路护送进入四

川成都。蓝天、白云、雪山、碧水，作为“亚洲

水库”，纯净而神秘的西藏素有“世界屋脊”

和“人类最后一块净土”之称。西藏水源的

天然绿色优势显著，其自然条件、生态环境

和水质特征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记者了解到，一般桶装水都是城市附近

就近建厂，用自来水或浅表层地下水经简单

净化灌装。 而西藏高原是卓玛泉天然桶装

水的唯一水源地，得天独厚的地质环境，长

时间冰川岩层的自然过滤， 造就了其水质

独特的低矿、天然小分子、低氘、低钠和天

然弱碱性等特点，被业界誉为“离天最近的

西藏好水”。

“天然小分子团水，有利于人体吸收，天

然弱碱性，有效调节人体酸碱平衡，更适合

现代家庭居家加热后直饮、泡茶、煲汤、做饭

等。”一位健康饮食专家分析，西藏高原的冰

川水属于珍稀的天然小分子水，长期饮用有

利于身体健康。

20世纪90年代， 中国桶装水市场成为

迅速崛起的新兴市场。近年来，桶装水已成

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饮用水的主要来源。

一项调查数据显示： 目前饮用桶装水的市

民占45%， 选择自来水饮水方式的占45%，

其他饮水方式占10%。由此，桶装水的质量

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2008年，四川省工商局对省内3个地区

37家经销企业销售的40个批次桶装水进行

了监测。 经检验， 抽样的40个批次桶装水

中，合格的有26个批次，合格率为65％。不

合格的14批次，不合格率为35%。

2009年，四川省工商局对省内5个城市

销售的桶装水进行质量检测， 结果表明22

批次产品不合格， 不合格项目多数是微生

物超标。

2011年，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记者调

查北京市场上的桶装水水桶成分发现，不

少桶装水水桶采用国家明文禁止使用的废

料制成，引发全国热议。

2014年， 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记

者暗访低价桶装水制作黑幕， 发现地下水

过滤后灌装贴牌，出厂价仅8毛一桶。

……

从未间断的桶装水安全问题， 刺激着

消费者敏感的神经， 一度令人们对桶装水

的信任度降至冰点。 食品安全专家分析认

为，目前桶装水市场存在三大“顽疾”。其

一， 用自来水、 地下水灌装的现象屡禁不

止；其二，桶装水水桶尚未规定使用期限，

导致大量水桶重复使用数年， 引发诸多未

知的安全问题；其三，成本低、质量不达标、

价格低的产品充斥着市场， 令消费者难辨

优劣，疑虑重重。

值得注意的是， 针对上述长期存在的

问题， 记者从卓玛泉找到了最佳的解决方

案。据介绍，卓玛泉高原天然桶装水，取自

西藏念青唐古拉山， 水质天然无污染。另

外， 该品牌独创一次性包装， 杜绝二次污

染，确保每一滴水的纯净鲜活。

行业深陷信任危机

高原桶装水火速“救市”

桶装水新贵初次现身

近年来，绿色、环保、低碳的包装越来越

受到推崇。业内人士指出，包装材料今后发

展的主流趋势是多功能化、轻量化、环保化

和智能化。随着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这些趋

势将逐渐成为市场主流产品必备的要素。

在桶装水领域， 如何研发出环保包装，

避免水桶的二次污染， 已是一个世界性难

题。一般情况下，桶装水开启3天后，细菌就

开始大量滋生。水质再好，只要用传统水桶，

就很难杜绝二次污染。

为了突破这一难题，西藏卓玛泉耗费巨

资引进欧洲独有技术的一次性超轻量真空

环保桶，放水时靠真空负压将水打出，随着

水量减少，桶身自然折叠收缩，实现空气零

接触，全程杜绝二次污染。

据卓玛泉桶装水相关人士解释， 西藏

卓玛泉国内首创的一次性水桶，专桶专用，

完全不存在普通水桶回收、 反复周转几十

次甚至上百次的情况，也避免了“假冒水”

的出现。

更令人惊奇的是， 普通桶装水在放水时，

咕咚咕咚冒气泡， 空气进去引起细菌藻类滋

生；而西藏卓玛泉放水时，静息无声，没有空气

进入水桶。因为它是真空密封，空气零接触，避

免细菌滋生，保证每一滴水的新鲜纯净。

“我亲眼看到桶内水一边减少，包装桶

身也在缩短， 里面没有一丝空气的存在。最

后，圆柱形桶身变成了纸片大小。”一位顾客

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西藏卓玛泉桶装水的

情景时表示，“这样的包装科技太神奇了。”

记者从数位包装行业知名人士处了解

到，西藏卓玛泉使用的这种一次性真空环保

水桶，在隔绝空气、浮尘二次污染方面，优势

显著。也许10年后，国内桶装水都会使用这

种先进的环保包装桶。而现在，卓玛泉正在

引领着未来的风潮。

（熊玥伽）

攻克“世界性难题”

首创一次性真空环保桶

四川销售服务热线：

400-02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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