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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26日，由四川和嘉天健
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四川省福
建商会、成都市龙岩商会协办，尚云亿
家（成都）互联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冠
名的2017双羽天下·尚云亿家杯羽毛球
巡回赛绵阳三台站比赛，在绵阳三台县
体育馆正式开打。

双羽天下羽毛球巡回赛是由四川
和嘉天健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发起的赛事。双羽即双打，也就是只
设置双打项目的羽毛球比赛。因此，赛
事组别设置为：男双、女双、混双。

2017 年，双羽天下分为成都站、绵
阳三台站和南充阆中站3个分站赛，每
个分站赛的前两名将进入总决赛，届时
一起争夺年度冠军。

特设团体比赛
竞争激烈却不乏趣味性

绵阳三台站是继成都站之后，2017
双羽天下羽毛球巡回赛的第二站比赛。
首站比赛，共有160支队伍报名；本站比
赛，报名队伍的数量也达到150支左右。
此外，还有10支由当地羽毛球爱好者组
成的团队，参加主办方为绵阳三台站特
别设置的团体赛，包括盐亭县羽协、三
台健之美、绵阳827风雷俱乐部、三台县
羽协一队、三台县羽协二队、梓潼县羽
协、绵阳长生羽协、桃园羽毛球俱乐部、
绵阳飞鹰俱乐部以及成都舟舟体育等
队参赛。而男双、女双、混双3个单项比
赛，分别设置了老年组、中年组和青年
组3个年龄段。形式多样的比赛竞争激
烈，参赛者可以进行全方位的切磋和较
量；赛场内也不乏趣味性，遍布看点。

11月25日早上8时左右，三台体育
馆迎来了第一对踏入赛场的球友——
绵阳827风雷俱乐部的黄谦和戚杰。他
们与羽毛球结缘已将近20年，参加各类
比赛也有5年多了。谈及前来参赛的缘
由，黄谦表示：“主要是娱乐和爱好。虽
然并不是太清楚这一届比赛参赛者的
实力，但一定会尽力而为，打出最好的

成绩。”戚杰更是表达了对于羽毛球的
热爱：“早些年，每周三下班，都会坐班
车跑几十公里，专门去打羽毛球。”

来得最早，成绩也是最好——他们
所在的队伍，正是本次团体比赛的冠军
获得者。除此以外，戚杰还夺得了老年
组男双冠军，实力可见一斑。

世界冠军上阵
与业余爱好者切磋球技

作为本项赛事的推广大使，羽毛球
世界冠军陈宏不仅在比赛前一天走进
当地校园，手把手教孩子们打球，还在
开幕式结束后挥拍上阵，与参赛选手切
磋球技。

虽然只是一场友谊赛，却难掩陈宏
羽坛王者的风范，而民间高手们也充分
展现了自己的羽毛球技艺。陈宏表示：

“双羽天下给众多民间羽毛球爱好者提
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受它的影
响，必将有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加入其
中，赛事水平也会越来越高。”

针对羽毛球双打与单打的区别，陈
宏直言两者有质的不同，“单打一人负
责全场，对个人综合能力的要求更高；
而双打更考验两个人的默契和配合，最

重要的是互补，不管是技术特点、站位，
还是处理球的方式，都讲求整体性。”

打造品牌赛事
希望把自主IP推向世界

经过两天激烈的厮杀，双羽天下绵
阳三台站比赛圆满结束，各项冠军各归
其主。赛事中接连上演的突击杀球、拉
后场、勾对角等画面，让观赛者回味无
穷。但2017双羽天下的精彩远远没有落
幕，下一站南充阆中站比赛，以及在成
都举行的年终总决赛，大戏还将继续。

为何要搭建这样一个羽毛球爱好
者交流的平台？四川和嘉天健董事长胡
师雄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公司有一个
愿景，就是创造‘运动就在身边’的生活
方式，即爱运动、享健康、家幸福，让大
家都能在拥有健康身体的同时，还能传
播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胡师雄表示，希望能把双羽天下这
一赛事IP推向全国，甚至是全世界。“发
展自主IP赛事，走出去是最重要的。如
果有一天，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都有
推广者，来申请我们的赛事落户到他们
所在的地区，这样才算是真正成功。”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实习生 李琦

设8大赛区
规划修建警察训练基地

根据我市场馆设施现状和项目开展
情况，2019成都世警会搭建了完善的赛事
组织架构，共设置59个比赛项目，包括田
径、拳击、空手道、气步枪、射箭、飞镖、警
犬服务等；其次，分别在成都市高新区、双
流区、温江区、金牛区、金堂县、都江堰市、
天府新区、龙泉驿区8个行政区域，设立了
8个赛区。所有赛区场馆分布较为合理，与
赛事中心最近的仅10分钟车程，最远的也
只有60分钟车程，能满足所有赛事需要。

成都拥有设施完备、配套成熟的各级
各类体育场馆资源。其中，场地面积 1000
平方米以上的体育场 228 个，场地面积
2000平方米以上的体育馆35座，游泳馆77
个，各类足球场 653 片，各类篮球场 1594

片，乒乓球场1976个，网球场2000多片，羽
毛球场1000多片，健身步道300条，并拥有
可达国际高级别赛事标准的陆上运动中
心、水上运动中心、铁人三项赛事中心、极
限运动公园、高端高尔夫球赛场，以及白
塔湖、三岔湖、龙泉湖等资源丰富的淡水
垂钓水域。

此外，专门为承办2019成都世警会而
规划修建的“成都‘战训合一’警察训练基
地”，也将在赛前投入使用。

赛事中心确定
世纪城会展中心设四大功能区

经慎重研究选址，组委会确定将成都
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作为2019成都世警
会的赛事中心。该中心是一座多功能的城
市综合体，总建筑面积173万平方米，包括

12万平方米的国际展馆区，3万平方米的
国际会议中心。

此外，组委会将洲际大饭店作为2019
成都世警会的主办酒店。该饭店有555个
独具特色的豪华客房、套房，并相邻一座
970个房间的五星级假日酒店，拥有10多
间国际美食餐厅，配套有精品购物街、休
闲酒廊等设施，能充分满足赛会的需要。

届时，赛事中心将设立注册中心、信
息中心、纪念品销售中心和运动员交流中
心四大功能区，集赛事运行、社交、信息交
流于一体，运行集中，方便管理。

配套服务完善
将招募近5000名志愿者

在运动员食宿方面，2019成都世警会
按照就近原则，充分利用 8 大赛区 776 家

不同标准、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酒店、宾
馆，以及周边大专院校的100间学生宿舍
近120个床位，满足多样化要求。同时，作
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世界美食之
都”，成都将提供融入中国特色和成都风
味的美食，满足参赛者的各类要求。

在医疗卫生保障方面，则将利用中国
西部规模最大、技术和设施最先进的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以及具备运动医学优势的
四川省骨科医院等医疗资源，以8大赛区
周边103家二级以上医院为重点，通过设
立医疗救护小组、食品卫生小组，及时有
效地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紧急医疗救援。

在志愿服务方面，2019成都世警会将
培训超过1800名赛会志愿者和3000名城
市志愿者。其中，至少提供300名各类语言
翻译志愿者，为赛会提供全程翻译服务，
为世界各地来宾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

倒排时间明确任务
2018年10月前公布参赛书

为成功举办一届世警会，成都组委会
正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并倒排时间明确任
务，将工作分为三个阶段：

整体推进阶段，要求在 2018 年 10 月
前，重点完成官方网站功能完善、赛事场
馆和项目准备工作，启动市场运营，公布
大赛参赛书；

全面冲刺阶段，要求在 2018 年 10 月
至2019年6月期间，重点启动赛事内容公
布、运动员报名，完成配套优惠政策的制
定和公布；

试运行阶段，要求在 2019 年 6 月至
2019年8月，对各方面筹备工作进行查漏
补缺，开展各类测试和演练。
成都商报记者 戴佳佳 摄影记者 王红强

本周日（12月10日），2017自贡
恐龙国际马拉松赛将在自贡南湖体
育中心鸣枪开跑，比赛规模约 1 万
人，共设半程马拉松和乐跑两个项
目。本项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自贡
市人民政府主办，自贡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管委会、自贡市教育和体
育局承办，自贡银行协办，成都标点
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推广。

据介绍，今年的自贡马拉松赛
以“跑马盐都城，寻遍自贡味”为主
题，比赛线路涵盖了“自贡客厅”丹
桂大街、自贡花海、自贡国家级高新
技术产业园区等地标性建筑和景
点，将自贡的人文景观、自然生态和
城市文化要素与一流马拉松办赛标

准进行整合，在打造“体育+旅游”精
品赛事的同时，努力实现旅游与体
育双重价值最大化。广大跑者可以
在享受跑步的过程中，领略自贡飞
速发展的城市面貌。

而“保+保”作为国内首家互联
网保险汽车后市场综合服务平台，
将奔赴自贡为万名运动员加油呐
喊，在赛场上提供温馨周到的服务。
赛场之外，“保+保”将通过大数据整
合结合线下门店，为大众提供生活
配套、投资理财、汽车后市场、消费
购物、交通出行等便利。安全第一，
成绩第二，“保+保”将竭力为跑友们
的自贡恐龙国际马拉松之路保驾护
航！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2017自贡恐龙国际马拉松
本周日鸣枪

11 月 30 日，“文君酒 2017 南丝
路·邛崃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在
成都琴台路举行。据介绍，2017南丝
路·邛崃半程马拉松赛将于12月30
日在成都邛崃市平乐古镇举行，共
设半程马拉松及5公里欢乐跑两个
项目。其参赛人数设置为3000人，其
中半程马拉松1000人，5公里欢乐跑
2000人。赛事已于11月22日开启报
名，目前报名人数已接近满额。

本次邛崃半程马拉松是2017中
国·成都（邛崃）南丝路国际文化旅
游节的系列子活动之一，由邛崃市
人民政府主办，中共邛崃市委宣传
部、邛崃市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和旅
游局、邛崃市旅投集团承办，腾提度

（成都）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运营
推广。邛崃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敏
表示：“我们将努力把赛事体验与

‘南丝路文化’、‘文君文化’、‘邛窑
文化’、‘邛酒文化’等深度融合，展
示自然生态的美丽画卷和天府文化
的独特魅力，让跑友们在邛崃度过
一个愉快而难忘的马拉松之旅。”

发布会上，组委会特别发布了
赛事奖牌。奖牌整体呈圆形，以金色
为主，蓝色、绿色为辅，再现了邛崃
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与山清水秀的
自然美景，并融合了“南丝路文化”
的历史精髓。组委会还宣布，四川省
文君酒厂有限责任公司成为赛事冠
名赞助商。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2017南丝路·邛崃半程马拉松
12月30日开跑

单板滑雪2017/18雪季香蕉公开赛
四川滑雪运动委共享国际赛事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申办成功，已经成
为推动中国冰雪赛事的加速器。作为落户中
国的亚洲最高等级Slopestyle单板滑雪赛事
——2017/18雪季香蕉公开赛·张家口，于12
月1日~2日在崇礼万龙滑雪场举行。四川滑
雪运动委员会成为南方唯一滑雪机构，参与
到此项赛事中。

经过预赛和半决赛，8名选手晋级总决
赛。总决赛以 3 轮中的最好成绩进行排名，
最受关注的是目前坡面障碍技巧项目世界
排名第一的加拿大选手Mark McMorris。他
在第一轮意外失误后迅速调整状态，第二轮
获得89.67的全场最高分，并获得冠军。

据四川滑雪运动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四川滑雪运动委员会在省市各级部门
的支持下，以冬奥会为支撑点，全面开启滑
雪运动的宣传推广以及赛事举办，让更多人
认识了解滑雪运动。”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运动成都”成都市中小学软式棒球赛
500棒球小子激战金牛体育中心

“看球，看球！”“放低重心！”“注意了啊，
这次比赛的球跟平时的不一样！”伴随着教
练在场边的指挥和提醒，11月22日至23日，
2017年“运动成都”成都市中小学软式棒球
锦标赛在成都市金牛区体育中心棒球场举
行。此次比赛由成都市教育局和成都市体育
局主办，成都市金牛区文旅体广新局承办，
金牛区棒球协会执行。

据悉，共有来自我市金牛区、高新区、武
侯区、青羊区、锦江区、郫都区、彭州市、都江
堰市等8个区、市、县的20余所中小学，共25
支队伍，近 500 名中小学生参加了本次比
赛。这也是本项赛事举办以来，参赛队伍和
人数最多、比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参赛队员
年龄小的7岁左右，大的也只有14岁左右。

本次比赛的组别分为：中学（初中）软式
棒球投手组，小学软式棒球投手组，小学软
式棒球手套组（五、六年级），小学软式棒球
手套组（三、四年级），小学软式棒球徒手组
（三、四年级），小学软式棒球徒手组（一、二
年级）。对于一些刚接触软式棒球的孩子来
说，想要打赢一场比赛并不容易，但能够在
锻炼身体的同时学习团队协作，这才是最重
要的。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实习生 李琦

四川省第六届圣沅杯斯诺克公开赛
82位国内高手成都追逐147

12月1日晚，四川省第六届圣沅杯斯诺
克公开赛在“成都后花园”拉开大幕，率先进
行的是资格赛争夺。本届公开赛由四川省体
育总会主办，四川省台球协会等承办。赛事
自2012年创办以来，今年已经是第六届。

本届公开赛吸引了来自新疆、云南、黑
龙江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2名选手
来蓉参赛。其中，四川省外选手共 32 人，包
括李岩、管震、鲁宁、金龙等国内高手。据悉，
本届公开事总奖金为17.7万元，冠军奖金依
然为5万元，满分杆147奖为14700元。

四川省圣沅杯斯诺克公开赛由我省自
主创办，是目前全川水平最高、规格最高、奖
金最高的斯诺克赛事，也是重要程度位列8
项省级台球赛之首的顶级品牌赛事。前来参
赛的李岩表示：“我看了今年的报名名单，参
加的高水平选手很多。我会放平心态，全力
以赴投入比赛。”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全国青少年建筑模型教育竞赛总决赛
千名建筑模型高手竞技成都

2017三圈霸道杯“共筑家园”全国青少
年建筑模型教育竞赛总决赛于2017年12月
1日~4日在成都市郫都区拉开帷幕。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中
国科协、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
共同支持，“共筑家园”全国青少年建筑模型
教育竞赛活动组织委员会、中国航海模型运
动协会主办，成都市体育局、成都市教育局
承办，成都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执行。

赛事自 2017 年年初就开始策划和准
备，相继在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的近百个城市和地区，举办了总计
有20多万青少年、约250多万人次参加的各
种形式的普及和竞赛活动，最终选拔出 37
支代表队、近1700名优秀选手和教练员，分
别参与包括个人、团体、创新、高校建筑模型
创新四个大项，总共20个小项的激烈竞争。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拳王梅威瑟约见成都粉丝

“这是我第一次来成都，感觉很不错，希
望2018年能带更多选手来到这里。”11月29
晚，美国拳王梅威瑟在成都丽思卡尔顿酒店
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这样表示。本次活动由
北京布莱森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主办。

梅威瑟曾战胜奥斯卡·德拉·霍亚和帕
奎奥，获得过5个级别的拳王金腰带。今年8
月27日，他赢得了与UFC超级明星“嘴炮”
麦格雷戈的又一场“世纪之战”，不仅实现了
职业生涯 50 战全胜的传奇，还书写了出场
费3亿美元的商业奇迹。

11 月 30 日上午，梅威瑟前往成都大熊
猫繁育研究基地，认养了一只1岁半的大熊
猫。这只大熊猫原名“毛豆”，被认养后改名

“TMT弗洛伊德·梅威瑟”，与拳王同名。当
晚，梅威瑟在四川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了粉丝
见面会，讲述了自己的王者之路，还亲自为
两位拳击手指导了拳击技巧。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实习生 李琦

设8大赛区59项比赛
2019成都世警会规划现真容

2017年 12月4日，为期5天
的世警联合会成都行政会议，在成
都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召开。

自世警会首次落户亚洲选定成
都后，为成功举办2019成都世界
警察和消防员运动会（以下简称
2019成都世警会），世警联合会和
2019成都世警会组委会通力合作、
相向同行。此次世警联合会成都行
政会议，将成都近几年的筹备工作，
就竞赛项目、场馆、规程、身份认证、
医疗、安保、比赛规则等方面的具体
问题，向远道而来的世警联合会执
委及社会各界做了一次全面的介
绍，并进行了意见交流。

“双羽”横行天下 精彩还在路上
双羽天下羽毛球巡回赛绵阳三台站落下帷幕

2017世警联合会成都行政会议，在成都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