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成都市青少年校园足球T甲联赛本月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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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年成都市青少年足球联赛（T 甲
联赛）从2017年9月17日一直持续到2018年6月
3日，参赛球队为2016~2017赛季T甲联赛6支参
赛球队与T乙联赛各组别前四名球队。每支球队
的报名人数为22人，其中领1人、教练1人、运动
员20人。在教练员资格方面，所有带队参赛的教
练员必须为成都市足协E级及以上教练员，而所
有参赛运动员仅可代表一所学校参加一个年龄
组别的赛事，且为参赛学校在籍在读学生。

T甲比赛采用单循环周末赛制，U11、U12采
用八人制单循环周末赛制，U8、U9、U10则采用
五人制单循环周末赛制，比赛用球为4号球。“积
分榜、射手榜一目了然，还有控球率、攻防数据、
最佳球员、最佳阵容等。”如此专业的数据，并不
是来自中超联赛，只不过是一场普通的校园足球
比赛的赛后统计。

据成都市校园足球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介绍，
“这里还包括主客场赛制，升降级制度，场边球迷
助威，场均数据统计，球员数据分析……”虽然仅
仅是一场校园联赛，T甲联赛却采用职业联赛的
标准来打造，以确保比赛的高水平运行。

高水平的赛事不断吸引学校报名参赛，而那
些获得锦标的学生，还将在一年一度的蓉城足
球颁奖盛典上获得极高的礼遇。成都汇萃足球
俱乐部、温江区万春学校、武侯计算机实验小学
……这些获得了各自组别冠军的学校，都在卡
尔美2017蓉城足球颁奖盛典上为自己的学校增
光添彩。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
互联网价值观
“蓉光电竞”项目正式启动

近几年来，电子竞技产业发
展迅速，但少数青少年沉迷网络
也引起了部分家长的担忧，如何
树立正确的互联网价值观，成为
很多人关心的话题。2018 年 3 月
26 日，由成都市慈善总会、成都
电子竞技产业协会联合打造的

“蓉光电竞”项目于成都市泡桐树
小学西区分校正式启动！

启动仪式在轻松、活泼的氛
围中进行。在与泡桐树小学孩子
们的互动中，可以感受到，如今互
联网的飞速发展已和我们的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那么该如何正确
引导青少年科学上网，防沉迷也
成为了当下面临的刻不容缓的问
题。成都电子竞技产业协会秘书
长尹倩女士表示，成都市目前存
在大量过度使用互联网的人群，
但尚无正规专业的相关机构对其
进行教育与援助，而“蓉光电竞”
项目将通过文化辅导课、心理辅
导课、趣味运动课、普法教育课、
家长公开课等专业的方式进行全
方位的素质拓展教育，矫正青少
年不良上网习惯，通过耐心引导
让学生在有趣、有爱及有特色的
教学模式，学会科学上网、合理分
配业余时间、掌握科学用眼及提
高沟通互动能力，以“疏”而非

“堵”的方式引导广大青少年重新
树立正确的互联网价值观。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昨日（4月3日），主题为“以电竞之名，让
城市相链”的“EBA王者城市赛”新闻发布会
在深圳举办。此次，中竞互娱与《王者荣耀》、
多家国内篮球俱乐部携手打造中国篮球俱
乐部电竞联赛，这将是一场基于城市、服务
于城市的多领域赛事。

成都商报营销策划公司作为赛事的协
办单位，在对俱乐部和高校粉丝群体调查后
发现，不论是电竞还是传统体育，其粉丝群
体具有一定地域性，观赛体验上会倾向于所
在城市，选手支持率上也具有城市化标签。
目前，国内的其他电竞联赛，更多侧重从选
手及战队角度出发。

中竞互娱正是希望从粉丝的角度出发，
通过地域化的赛事布局，包括设立各城市的
粉丝之家、联合线上APP做粉丝的社区交互
等，真正走进粉丝们的心中，让他们拥有更
好的观赛体验。

据悉，此次中竞互娱联合《王者荣耀》，
开拓传统体育与新兴电竞产业的新版图，其
将在线下城市结合深圳烈豹、辽宁飞豹、四
川蓝鲸、浙江猛狮、江苏肯帝亚、北京翱龙等
6家中国篮球俱乐部，成立中国篮球俱乐部
电子竞技联盟，共同构建一个高频、多次、具
有城市化标签的EBA联赛。

摒弃传统电竞红海模式
开创新兴电竞蓝海生态

昨日，在新闻发布会的开场演讲中，中
竞互娱总裁、EBA 赛事首席执行官李坚以

“工厂与链条”作比喻：“我们的每一个城市
赛点，就像是一座座运作的工厂，拥有着一
定的热度，但需要点能量将其点燃；而我们
的赛事就像是那根链条，串联起整个城市赛
点，让电竞带动城市粉丝迷们的热情。”

如何更好地服务电竞粉丝及篮球迷，是
中竞互娱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李坚分别从
赛事体系、粉丝群体、创新模式等几个维度
分析了EBA城市联赛。他说，赛事是电子竞
技的基础，目前国内的电竞赛事体系已经越
来越成熟和完善。而具体到中竞互娱，在横
向维度上，其将电竞赛事结合了传统体育的
一些规则和模式，并且成立专门的赛事小
组，完善不同城市间的比赛。

在玩法模式上，中竞互娱提出，希望从
双方的俱乐部体系出发，组建专门的赛事队
伍，创立全新的比赛模式，例如将篮球的赛
事规则运用在电竞舞台上，同时选择更多元
化的电竞游戏去做结合，创造一个长久的、
与城市有高契合度的蓝海模式。

总之，无论是作为产业核心的赛事体
系，还是越来越高的用户基数、社会认同以
及商业化的空间，都让中竞互娱看到，电竞
产业结合传统体育，将变得越来越立体、丰
满和完善。

引入篮球主场馆
撬动赛事格局新演变

根据Newzoo的报告，76%的体育赛事观
众，已经开始关注电竞赛事。可以说，这两者
的粉丝群体无论在年龄结构上，还是对赛事
的热情程度上，都有许多的共通点，两者的
深度结合是一种必然趋势，而如何去将两者
深度结合是需要思考的重点。以往的模式有
很多创新和更深度的空间，比如突破篮球与
篮球竞技游戏的合作，比如更深度地与城市
结合，发挥传统体育在地方的积累。

此次，EBA联赛拉动篮球俱乐部与王者
荣耀城市赛合作。李坚表示，未来，中竞互娱
将在北京、四川、深圳、浙江、江苏、辽宁等地
开展EBA城市联赛的落地赛，并在全国范围
布局职业的篮球电竞馆和粉丝之家，为电竞
及篮球爱好者提供一个融合电竞与传统体
育为核心的，集赛事举办、休闲娱乐、粉丝交
流于一体的电竞乐园。

传统体育+电竞，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创
新与尝试。随着内容产业的日新月异，无论
是传统体育还是新体育，都在经受着互联网
时代的考验，要打造精品内容，只有颠覆以
往的经验，启用全新的思维模式。可以说，本
次中国篮球俱乐部电竞联赛撬动了传统体
育向新电子竞技体育的演变，在商业开发上
也具有许多的合作空间，为双方共铺了一条
走向巅峰的道路。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体育产业高端实战班
本月在蓉开课

为进一步推动西部地区体育
产业交流合作共赢发展，成都体
育产业商会携手体银商学院，共
同搭建体育企业家交流学习成长
的服务平台，在西南首次落地体
育产业高端实战班，让更多企业
家学习合作，助力体育产业发展。
4 月 7 日~9 日，第二期体育产业
实战高端闭门研讨会将在成都梦
桐泉生态酒店会议厅开课。

此次研讨会采用封闭式的课
程安排，梳理课程相关知识模块，
系统建立知识体系，实现学校、企
业、政府、国内国外多方互动。导
师授课期间，将深度剖析自身所
投或亲身打造项目的案例，每位
导师课后还将点评一名学员的项
目，并传授实用可落地的方法。

据介绍，此次研讨会仅有50
个名额，而来蓉畅谈体育产业发
展的业内大咖包括体银商学院院
长安福秀、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马成全、中网公司副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段钢、现任万
国体育 CEO 兼和同资本合伙人
张涛、动因体育创始人贾洪波、万
馆体育执行董事韩立锋以及赢德
体育总裁许绍连等，他们将就体
育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体育场
馆运营管理、体育营销与体育经
纪等多方面问题进行研讨。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国际户外生态三项赛
本月激战龙门山

4 月 3 日，“2018 中国·成都
（彭州）生态运动季暨龙门山国际
户外生态三项赛”召开新闻发布
会。本次比赛将于 4 月 21 日~22
日在成都市（彭州）葛仙山镇举
行，预计将吸引2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3000余名选手参赛，其中竞
技类项目约400余人。

2014年，彭州市依托优质的
生态环境和独特的地质奇观，尝
试举办了首届龙门山国际山地户
外运动挑战赛，获得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认可。该项赛事历经 4 年
磨砺完善，延续至今逐步演变成
了具有全新意义的“生态三项
赛”。今年的生态三项赛，将轮滑、
自行车与马拉松创造性地结合，
设置了轮滑马拉松、自行车马拉
松、徒步中国（彭州）·全国徒步大
会等三项活动，致力于为不同运
动项目的爱好者搭建交流、学习
和展示平台。活动将设置全程、半
程、精英组、大师组等不同组别，
积极为竞技选手创造角逐天地，
提高赛事观赏性；同时设置了大
量的迷你、骑游、徒步等群众参与
项目，进一步降低了参赛梏桎，突
出了全民参与理念。

作为龙门山国家级地质公园
的腹心地带，葛仙山镇具有得天
独厚的生态环境和地理优势，彭
州自古也有“三月三朝葛仙山”的
风俗，“生态”赛事落地葛仙山镇，
体现了“体育+旅游”的理念。

成都商报记者 袁勇

以电竞之名
让城市相链

四川蓝鲸将出战中国篮球俱乐部电竞联赛

足球，世
界第一运动，
其真谛不仅在
于竞技，更在
于增强个人体
质，培养集体
主义和顽强拼
搏的精神。4
月2日，2018
成都市青少年
校园足球T甲
联赛暨首届艾
尔舍足球嘉年
华活动新闻发
布会在成都大
学学术交流中
心举行。据悉，
本届比赛将于
4 月 22 日至
6月初，在成
都星工场足球
场正式展开。

成都市青
少年校园足球
联赛由成都市
教育局、成都
市体育局和成
都市校足办、
成都市足协共
同创办，是成
都市官方的校
园足球联赛，
也是成都青少
年教育和体育
的传统盛事，
每 年 有 近
500支球队、
超过 33000
名球员参赛，
得到了参与学
校、老师、家长
和社会的一致
认可和好评。

成都绿茵小将
有了自己的足球嘉年华

为提升校园足球影响力，成都市教育局、成
都市体育局和成都市校足办、成都市足协携手
LC体育（中国）创新赛事，在原有的青少年校园
足球T甲联赛基础上全新升级。4月2日，2018成
都市青少年校园足球T甲联赛暨首届艾尔舍足
球嘉年华新闻发布会在成都大学举行，“别出心
裁”、“与众不同”、“充满想象”，成为本次发布会
到场嘉宾的最大感受。

发布会上，LC体育（中国）作为赛事独家运
营机构，与相关主管部门、支持单位共同宣布，
2018年成都市青少年校园足球T甲联赛暨艾尔
舍足球嘉年华于4月22日至6月初在成都星工
场足球场正式展开，将带给广大市民一个全新
的、不一样的T甲联赛。

此次 T 甲联赛将在原有赛制的基础上，引
入公益、周边、技巧大赛、家庭亲子、创意市集等
多维度，打造出一个引导孩子竞争对抗、团队合
作、乐于奉献、寓教于乐的艾尔舍足球嘉年华。
嘉年华活动将以一周一期的形式与大家见面，
每周不同的主题趣味迭出，将足球与公益、健
康、益智、文化相结合，让孩子们快乐运动，在运
动中培养爱心，塑造品格，领略最纯粹的足球。

此外，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亚洲动物
基金、成都大学成都足球学院也作为支持单位，
助力此次艾尔舍足球嘉年华。公益机构及高校
的加入，通过丰富多彩的线上及线下活动，为孩
子们创造奉献爱心、保护环境、关爱动物的公益
氛围，让足球正能量与爱心汇聚、传承。

去年6月，《成都市足球发展规划（2016—
2020年）》正式出台，其中大篇幅提到构建和创
新以校园足球联赛为主体的基础竞赛体系，扩
大“成都市校园足球联赛”的比赛规模，完善
PXT三级校园联赛体系，这已经成为成都足球
改革、深入构建人才培养体系的一大重点。

近年来，成都市相关主管部门不断地完善
工作机制，通过加强校园足球师资队伍建设，
健全校园足球的校、区（县）、市三级联赛体系，
推动校园足球活动蓬勃发展。从2008年开始，
成都市就在学校深入开展校园足球，并在2016
年正式实行成都市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P、
X、T联赛，即：P，普及联赛；X，学生锦标赛；T，
提高联赛），涌现出了金牛区、成华区等一批校
园足球工作基础扎实、成绩突出的区（市）县。

目前，全市已有“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245所，金牛区、成华区被教育部命名
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区”。成都将进一
步普及校园足球知识和技能，建立推进校园足
球健康发展的有效机制和促进足球人才成长
的贯通体系，打造高中、初中、小学三级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培养体系，更好地扩大足球人口，
推广足球运动。

作为此次赛事的赞助商，川粮网相关负责
人表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川粮网和T甲
联赛有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致力于青少年的
健康成长，因此对此次赛事非常关注，并且非
常高兴能够参与进来。”

采用周末循环赛制
按职业联赛标准打造

打造优质赛事
让学生享受踢球快乐

赛事全新升级
发布会亮点频频

“EBA王者城市赛”新闻发布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