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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I与成都的再次约会
新华公园本周设擂
全球顶尖车手齐聚

去年11月，成都市民在位于成华区
的新华公园，欣赏到了世界顶尖自行车
选手精彩绝伦的表现；时隔一年，这些
高手再次相聚成都，向着“王座”发起新
一轮的冲击。

昨日（11月7日）下午2时，2018国
际自行车联盟（UCI）都市自行车世界
锦标赛开幕式在新华公园举行。开幕式
后，山地自行车障碍攀爬赛团队赛决赛
率先展开，西班牙队摘得首枚金牌。

从11月7日－11日，成都市民可以
在指定的时间到新华公园免费领票，观
看世界顶尖高手们精彩刺激的表演。

贴士
小轮车场地技巧赛

成奥运项目
从成都世锦赛通向东京奥运会

500余名车手齐聚成都 上演世界最高水平对决

11 月7 日上午，由中国女排独
家商务开发商赢德体育主办的中国
女排市场开发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国际排联前主席、终身名誉主席魏
纪中、人民日报体育部李中文、新华
社体育部主任许基仁、中央电视台
体育频道总监方钢、中国体育报社
总社副社长曹勇，歌华中奥集团总
裁王奇先生、腾讯网体育经纪总经
理王永治，赢德体育总裁许绍连以
及来自全国 13 家都市报体育新闻
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研讨会。

成绩突出的背后：
市场开发仍有空间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女
排一直有着极高的市场号召力。
2018年女排世锦赛，随着中国女排
在比赛中的优异表现，收视率节节
高升，其中多场次的收视数据超过

《新闻联播》，对阵美国、意大利等比

赛更是在全网掀起讨论热潮。针对
这一热潮，魏纪中先生指出：“中国
女排队伍成绩优秀，优秀运动员层
出不穷，国内认同度高，完全具备市
场开发的基础。”

作为中国三大球中唯一夺得过
世界冠军奖杯的队伍，中国女排在
国人心中的地位勿庸置疑。重庆晨
报编委蒋敬诗表示：“中国女排无疑
是一个超级大 IP。爱国精神，拼搏
精神，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标
签，以此为核心带动手游或者综艺
开发，都可能取得良好效果。”

中国人是拥有女排情怀的，但
受限于排球场地的数量，大多局限
于旁观者而非参与者。年轻用户不
足，赛事开发就无从谈起。歌华中奥
集团总裁王奇指出，女排年轻粉丝
的普及和移动端的拓展至关重要。

南方都市报前主任钟宇辉则点
出目前中国女排市场开发的矛盾：

“漂亮的长腿女排姑娘完全符合当

今青春亮丽的大众审美，但粉丝群
体的老龄化现象值得注意。”虽然我
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
注女排，喜欢女排，但不可否认，中
国女排的强大感染力在年龄较大的
粉丝群体中体现更为突出。

多管齐下：
重塑女排精神是关键

对于中国女排未来的市场开
发，魏纪中先生谈到：“中国女排欲
进行市场开发，首先要了解世界其

他国家和地区如何运作，之后再按
照自身情况制定策略。”魏老指出，
了解排球粉丝群体同样十分重要。
当赞助商和排球粉丝建立较大的相
关性，就容易产生更好的商业效果。

新华社体育部主任许基仁认
为：“中国女排市场开发最核心的是
要依靠赛事来增强曝光率，需要持
续关注的机会和载体。”2018年起，
世界女排国家联赛总决赛连续三年
在南京举办，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女
排的影响力。魏老也补充了宁波北
仑的例子，指出赛事和队伍IP可以
很好地推动城市发展。

央视体育频道总监方钢则提出
了“树立女排明星”和“重塑新时代
的女排精神”两个命题。他表示，女
排明星的带动效应和新时代女排精
神，对中国女排队伍的影响力提升
至关重要，但当下的时代烙印如何
在女排身上体现，如何打造符合当
下国民心理的“女排精神”，则是未

来需要解决的课题。同时，排球从业
者要将女排精神升级为符合当下时
代，甚至是引导、纠正时代，以成为
符合当下正能量的新时代精神，鼓
励更多年轻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

目前，女排的粉丝群体大多集
中在 60 后、70 后，90 后、00 后则大
量聚焦在电竞领域。针对这一现象，
王奇建议，打造一个排球小游戏，

“大家都可以有战队，买服装，买装
备，缺个二传买一个孙晋芳，缺个主
攻，买个郎平。”如此创意性地将电
子竞技与排球项目结合，可能让更
多年轻人了解、喜欢上排球项目。

最后，人民日报体育部李中文
主任总结说：“女排市场的开发离不
开女排精神。”新闻晨报的刘辉主任
也提出，与时俱进，重塑、升华新时
代的女排精神，对更多青少年产生
影响，引领中国体育的发展，将成为
未来中国女排市场开发的重要方
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博

开发一款排球小游戏，可好？女排商务开发迈向新阶段

2018UCI 都市自行车世界锦标赛
由小轮车场地技巧赛（BMX Freestyle）、
山地自行车越野淘汰赛（XCE）、山地自
行车障碍攀爬赛（Trials）三个项目的世
锦赛组成。值得一提的是，国际自行车
联盟此次向中国选手开放了外卡，若干
名中国队选手得到机会参加本届比赛，
这也将是中国队选手在 UCI 都市自行
车世界锦标赛的首战！

据悉，2018UCI都市自行车世锦赛
赛场结合了成华区新华公园的景观提
升建设成果，比赛场地搭建全面升级，
代表赛事难度含金量的临建部分也更
具技巧性。山地攀爬和小轮车技巧赛场
地占地20000平方米，山地车越野赛道
巧妙利用公园内现有地形进行设计搭
建，在不破坏公园内的原有地形、生态
和大型乔木的基础上，与新华公园的景
观绿化巧妙结合，并将成都成华特有的
熊猫文化、工业文化、古蜀文化等，提炼
其中的经典元素融入设计中，相信将带
给全世界热爱该项运动的车迷更美更

险更刺激的视觉体验。
为期5天的赛事结束后，赛场临建

部分将予以拆除，公园恢复原貌。与去
年一样，山地攀爬和小轮车技巧赛区域
设施用地设置在公园现有的游乐场及
部分广场处，比赛结束后将作为青少年
小轮车、滑板、花式轮滑等锻炼场所。

昨日开幕式后进行的首项赛事，是
山地自行车障碍攀爬赛团队赛，共有西
班牙、德国、法国、瑞士、瑞典、日本、捷
克和澳大利亚等8支代表队进入最后的
决赛。骑手们做出高难度动作，越过印
有熊猫图案的树木、岩石、滚筒等障碍
物，引来现场观众阵阵欢呼。经过紧张
刺激的比拼，最终西班牙队以580分摘
得本届比赛首枚金牌，德国队以560分
位居第二，法国队以520分名列第三。

从今日（11月8日）起到本周日（11
月 11 日），2018UCI 都市自行车世界锦
标赛每天从上午到下午都有不同的比
赛先后进行。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博 摄影记者 王红强

时间：11月7日/8日/9日上午8：30、10：30，下午1：00
11月10日/11日上午10：30，下午1：00

地点：新华公园南门西侧100米处（何师烧烤店边）

场地中设有各种不同的U型槽及都市街道的模仿设
施，选手利用障碍物做出跳跃、平衡、转体等炫酷的动作。
该项目已纳入2020年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今年的赛事将
作为东京奥运会小轮车场地技巧赛的资格积分赛。

昨日，国际自行车联盟官员路易
斯·香奈丽、四川省体育局巡视员冷世
明、成都市体育局长谭学军、成华区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蔡达林、成华区人民
政府副区长万琳等出席了 2018UCI 都
市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开幕式。

万琳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国
际自行车联盟都市自行车世锦赛是全
球观赏性最强的都市运动赛事之一，来
自世界各地的 500 余名专业选手将齐
聚成华赛场。今年还有中国国家队参
与同场竞技，共同展现更高更快更强
的体育运动精神。我们作为东道主，必
将热情尽心地做好本次大赛的各项服

务保障工作。相信在各级领导和部门的
关心支持下，必定能够把本次大赛打造
成为全球都市自行车运动比赛中的经
典杰作。”

今年9月25日，成都市召开世界文
化名城建设大会，提出了高标准建设世
界赛事名城的目标，成都将大力培育城
市体育文化、打造顶级品牌赛事。而
UCI 都市自行车世界锦标赛是国际自
行车联盟创立的世界最高级别的都市
自行车赛事，是全球规模最大、难度最
高、观赏性最强的都市运动赛事，也是
专门为全球青少年打造的都市自行车
运动盛会。

日期

11.08
（周四）

11.09
（周五）

11.10
（周六）

11.11
（周日)

项目
攀爬
攀爬
攀爬

小轮车
攀爬

小轮车
小轮车
攀爬

山地越野
小轮车

山地越野
小轮车
攀爬

小轮车
攀爬

小轮车
攀爬
攀爬

小轮车
攀爬

小轮车
小轮车
小轮车
小轮车

-

时间
08:30-11:00
11:30-14:00
14:30-17:00
09:00-10:45
09:00-13:00
11:15-13:00
13:30-15:15
13:30-17:30
14:30-15:00
15:45-17:30
16:00-17:00
08:30-10:00
10:00-11:30
10:30-12:00
11:30-13:00
12:30-14:30
13:00-14:30
15:30-17:00
15:00-17:00
17:00-18:30
09:30-09:40
09:40-11:30
13:15-13:25
13:25-15:00
15:30-16:10

赛程内容
男子青年20组半决赛
女子精英组半决赛

男子青年26组（半决赛）
男子精英组资格赛（第一组）

男子精英20组决赛
男子精英组资格赛（第二组）
男子精英组资格赛（第三组）

男子精英26组半决赛
资格赛

男子精英组资格赛（第四组）
总决赛（随后颁奖）

女子资格赛（第一组）
女子精英组世锦赛（随后颁奖）
女子组资格赛（第二组）

男子青年20组决赛
男子组半决赛

男子青年26组决赛（随后颁奖）
男子精英20组世锦赛

女子组半决赛
男子精英26组世锦赛（随后颁奖）

运动员亮相
女子组决赛
运动员亮相

男子组决赛（随后颁奖）
闭幕式

11月8日至11日赛程表
中国队选手首次出战 赛场搭建全面升级

免费领票信息

选手在比赛中双脚不可落地，需越过各类障碍物，如
岩石、树木、水池，或印有熊猫图案的假山、山泉等。

选手们4人一组，在1公里长的封闭赛道上越过各种
障碍物（岩石、泥潭、树干等），骑着山地车竞速追逐。淘汰
机制让比赛充满刺激和悬念。

2018UCI都市自行车世界锦标赛由国际自行车联盟
授权，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四川省体育局、成都市人民政
府、万达集团主办，成都市体育局、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
及万达体育集团承办。

该项赛事由山地自行车障碍攀爬赛（Trials）、小轮车
场地技巧赛（BMX Freestyle）、山地自行车越野淘汰赛
（XCE）三个项目的世锦赛组成。

小轮车场地技巧赛

山地自行车障碍攀爬赛

山地自行车越野淘汰赛

国际排联前主席、终身名誉主席魏纪中发言

2017UCI都市自行车赛资料图片

2017UCI都市自行车赛资料图片

2018UCI都市自行车世界锦标赛赛场巧妙融入成都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