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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世运会申办工
作顺利推进，成都在硬件和
软件方面做足了准备。“成都
具备举办大型赛事的经验和
条件。”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交通方面，天府国际机场计
划2021年正式投用，再加上
双流国际机场，完全能够满
足航空运输服务。便捷的市
内公共交通，将为观众观看

比赛提供保障，还计划开通
市民观赛班车、工作人员及
媒体人员班车等。

优质的食宿是运动员
临场发挥的重要保障。成都
各大酒店完全能满足赛会
期间各类客户群的住宿需
求，并将24小时提供多样化
的餐饮服务。成都拥有完善
先进的医疗服务、医疗急救

和疾病预控体系以及大批
经验丰富的医务人员。赛会
期间，场馆内将配备医护人
员及急救车，场馆周边指定
运动创伤医院，为与会者提
供绿色通道。媒体中心则将
全天24小时提供有力支持，
让精彩赛事实况立体传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欧鹏

成都做足准备迎接世运会

“成都准备得非常好，很多方面有优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成都获得了2025年世运
会主办权，作为曾经到访考察成都申办工作的副主
席，你想对成都说点什么？

马克思·比舍普：恭喜成都！我们国际世界运动
会协会全体一致通过了执委会的决定，我们会非常
期待2025年成都世界运动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在你看来，成都举办世运
会有哪些方面的优势？

马克思·比舍普：成都的基础设施、成都人民的
热情和积极向上的态度、好客的志愿者和引人入胜
的风景名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你和成都市代表团会晤
主要谈了什么，有什么印象？

马克思·比舍普：他们非常友好。在我们初次访
问成都时，就受到了友好的接待。成都人民都非常
有激情和热情，也非常有能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你如何评价成都世运会
目前的准备工作？

马克思·比舍普：成都准备得非常好。在如此短
的时间内，他们就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非常棒！

“对成都的绿色、大熊猫和川菜印象深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在成都的准备工作中，给
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什么？

马克思·比舍普：我到成都考察了两天，感觉这
是一个非常绿色的城市，还有可爱的大熊猫。我还
记得味道非常好的川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在所有举办过世运会
的城市中，你认为成都是否有能力做到历史最佳
东道主？

马克思·比舍普：当然可以！

“世运会已从一辆牛车成为超级飞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每届奥运会都会在项目
上做出改变，世运会会跟随奥运会进行变革吗？

马克思·比舍普：当然了，每一届世运会都会有
它自己的特色，取决于当时的主办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世运会已经举办了10届
了，与第一届相比发生了哪些改变？

马克思·比舍普：一切都变了，就像我们的荣誉
主席罗·弗洛恩里说的那样，“世界运动会已经从一
辆牛车成为一架超级飞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认为世运会今后的最大
挑战是什么？

马克思·比舍普：不是所有的大型赛事都像奥
运会那样有那么强的竞技性，世运会让人们意识到
体育运动的有趣性。

“高水准赛事会吸引来越来越多世界游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你认为成都在世运会的
准备过程中，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努力？

马克思·比舍普：在继续提升国际形象上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成都正在创建“赛事名

城”，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马克思·比舍普：更多地与国际体育组织交流

和接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世运会这个蒸蒸日上的

赛事IP会给成都这座“赛事名城”带来什么？
马克思·比舍普：高水准赛事的国际曝光度，会

吸引越来越多的世界游客来成都做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欧鹏

IWGAIWGA主席何塞主席何塞··佩鲁雷纳佩鲁雷纳：：

成都非常符合
世界运动会的
未来发展战略

国际世界运动会协会2019年全会前夕，国际世
界运动会协会（IWGA）主席何塞·佩鲁雷纳接受了
采访，讨论了成都的申办。他对成都的申办工作非
常满意，并表示成都非常符合世界运动会的未来发
展战略。

何塞·佩鲁雷纳表示，“这次的大会上，我们邀
请了中国城市成都的代表们列席。我们IWGA委员
会这几周都在仔细地准备主办城市的合约签约程
序。对于成都的评估工作进行得很好。我要趁这个
机会感谢我们的副主席马克思·比舍普和CEO约阿
西姆·高索。他们两人实地前往成都，细致地考察了
成都的申办准备工作，回来以后给我们写了一份覆
盖了所有重要事项的详细报告。”

那么，成都是否符合世界运动会的未来发展战
略呢？何塞·佩鲁雷纳很肯定地给出了答复：“非常
适合！2017年，我们在波兰弗罗茨瓦夫举行世界运
动会，2021年将会是在美国，而2025年来到中国。这
突显出世界运动会的重要性正在不断地增长，我们
还希望在未来加强其重要性。”

何塞·佩鲁雷纳表示，举办世界运动会不会要
求主办城市新建运动设施和场地，“世界运动会通
过召集各个领域最好的运动员同场竞技，进行高质
量的运动比赛。我们会保持稳定性，不会要求新建
运动场地。我们选择已经有必要基础设施的城市来
主办世界运动会。我们提供一种特殊的体验氛围，
让体验过世界运动会的人们即便在多年之后仍然
能热烈地回味，这也当然会在主办国极大地推广我
们的运动。”

与此同时，何塞·佩鲁雷纳也表示，“世界运动会
是一个综合实力的展示良机，特别是对于今后参与
奥运会来说，这可谓是一个得到邀请的路径。国际奥
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不止一次强调世界运动会对
于奥运大家庭的重要性。巴黎在被选为2024年夏季
奥运会的举办城市时，就有我们的成员联合会提供
运动和纪律意见陈述。事实上，像成都这样重要且有
抱负的中国城市得到了中国奥委会的支持，申办
2025年世界运动会可以被视作一个基准标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译
国际世界运动会协会授权刊登

““我们相信我们相信
成都有能力办好成都有能力办好
世运会世运会。。我感觉我感觉
到到，，成都是一个成都是一个
非常现代化的城非常现代化的城
市市，，空间感很足空间感很足，，
交通便利交通便利，，是世是世
界上最适合居住界上最适合居住
的城市之一的城市之一。。我我
希望将来能以一希望将来能以一
个旅行者的身份个旅行者的身份
再来这里再来这里，，欣赏欣赏
成都的美景成都的美景。”。”

——国际世界运
动会协会副主席马克
思·比舍普

成 都 获 得 2025 年 世 界 运 动 会 举 办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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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有能力
做世运会

历史最佳东道主”

成都商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独家对话红星新闻独家对话
IWGAIWGA副主席比舍普副主席比舍普

5月 9日,澳大
利亚黄金海岸市，在

国 际 世 界 运 动 会 协 会
（IWGA）2019年全会上，成都成

功获得2025年世界运动会举办权，成
为中国大陆首个举办这项赛事的城市。

大会现场，国际世界运动会协会执委会向所有37个会员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提交了
《成都2025世界运动会申办报告》评估结果。与会全体代表投票决定：将2025年世界运动
会举办权授予成都。成都代表团向大会进行了主题陈述和展示，并在中国奥委会副主席见
证下，与国际世界运动会协会签订正式主办合同。

这是继2019第18届世界警察和消防员运动会、2021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2022第56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之后，成都再次赢得国际重磅体育赛事举办权。

通过举办国际体育赛事，成都越来越成为世界目光的焦点。这是新时代赋予成都的历
史使命，也是成都加快世界赛事名城建设的强大助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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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成功申办2025年
世界运动会的消息传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独家采访到了正在
大会现场的国际世界
运动会协会（IWGA）副
主席马克思·比舍普。比
舍普第一时间送上了对
成都的祝福，“恭喜成都！我
们会非常期待2025年成都
世界运动会！”

世界运动会（以下简称
“世运会”）是由国际世界运
动会协会主办的一项国际
性体育盛会，以非奥运会项
目为主，于1981年首次举
办，每4年举行一次，每届于
奥运会次年举行，被称为

“非奥运项目的奥运会”。
开办以来，国际世界运

动会协会与国际奥委会互动
良好，接受奥运原则。截至目

前共举办了十届，第十一届
世运会将于2021年在美国伯
明翰举行。世运会是非奥项
目最高水平的国际综合性运
动会，与奥运会相互促进和
补充，共同致力于在世界范
围内促进体育运动的发展和
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

目前，成都正积极推进
世界文化名城建设，明确提
出打造“三城三都”的战略蓝

图。成都此次拿下世运会举
办权，是成都建设世界赛事
名城决心和信心的体现，也
是成都创建世界赛事名城的
重要举措。通过场馆建设进
一步夯实世界赛事名城载体
支撑，通过赛事举办进一步
扩大世界赛事名城的国际影
响力，提升成都的城市影响
力和知名度，扩大对外合作
和国际交流。

世运会：非奥运项目的奥运会

今年3月，国际世界运动
会协会副主席马克思·比舍
普、首席执行官约阿西姆·高
索一行来蓉考察。他们参观
考察了成都规划馆、高新区
体育中心、皇冠湖体育中心、
成都大学、中国-欧洲中心、
锦城湖、江滩公园、宽窄巷
子、夜游锦江等项目。

马克思·比舍普说：“成
都对环保的重视与IWGA

的理念高度契合，成都申办
团队的准备非常充分，提交
的申办报告质量非常高。从
考察情况来看，我们相信成
都有能力办好世运会。我感
觉到，成都是一个非常现代
化的城市，空间感很足，交
通便利，是世界上最适合居
住的城市之一。我希望将来
能以一个旅行者的身份再
来这里，欣赏成都的美景。”

约阿西姆·高索则表示，
从这次考察来看，成都已基
本满足申办条件。他说：“成
都是个国际化大都市，举办
世运会将为成都带来更多国
际元素。现在成都的软硬件
条件已经很好，接下来需要
的是营造良好的办赛氛围。”
他表示，世运会比赛有趣而
刺激，一定会给成都人民带
来不一样的体验。

将为成都带来更多国际元素

据新华社电 中宣部副部长、
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徐麟9日在国
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亚洲文
明对话大会将于5月15日在北京
隆重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

讲，并出席有关活动。
此次大会主题是“亚洲文明

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包括开
幕式、平行分论坛、亚洲文化嘉年
华、亚洲文明周活动四大板块，涉
及相关活动110多项，充分展示亚

洲文明的多彩魅力和中华文明的
深厚底蕴。大会邀请了柬埔寨、希
腊、新加坡、斯里兰卡、亚美尼
亚、蒙古国等国家领导人，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
席大会。

习近平将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跳伞、拔河、无人机……
原来，世运会这么好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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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国际世界运动会协会副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一行来蓉考察 本报资料图片

成都世界运动会申办LO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