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俄 罗 斯 代 表 团
（387人）中，因禁药问
题被禁止参加里约奥
运会的运动员已增加
至81人

水上项目：7人
皮划艇项目：5人
摔跤：1人
举重：2人
田径：66人

（截至昨日23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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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组织培训“代理人”
插手社会热点

“致敬女性，跑出最美的自己”

由中国田径协会主办，北京中迹
体育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商报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为赛事运营单位的2016成都
女子半程马拉松暨全国女子半程马拉
松锦标赛将于2016年9月4日7点30
在双流区新城公园鸣枪开赛。成都女马
作为Kiss run女子马拉松品牌系列赛，
由中国田径协会唯一授权，拥有国内女
子半程马拉松锦标赛的品牌高度。本次
Kiss run 系列赛为西南地区首场女子
马拉松赛。比赛当天，组委会将在竞赛
服务的设置、赛事亮点的打造及赛道氛
围的布置等方面别出心裁，为女性跑者
打造一次前所未有的专属体验。

沿途美景 时尚双流等你来体验

2016成都（双流）女马将带你跑过
最具公园魅力的最美风景！整个线路
特别设计涵盖了双流新城公园区域，
这是一个由众多景点组成的公园群，
沿途将路过6大公园以及中西部面积
最大、藏书最多的县级公共图书馆，白
河三支渠为轴线规划了“五湖四海”9
大人工湖和湿地公园，总面积达到了
8500亩左右。整条线路可充分领略成
都双流生态美景，道路平坦开阔，海拔
起伏小。

Kiss run成都站主办中国田协，为
目前中国女子半程马拉松最高层级赛
事，也是目前在四川地区唯一由中国

田协主办的纯女子马拉松赛事。结合
成都地缘特色，本次赛事以乐辣为主
题，在沿用 Kiss run 品牌特色服务之
外，还将成都“女娃娃”的快乐、火辣贯
穿始末。

在昨日新闻发布会上，作为知名
女性跑者的张帆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与普通的马拉松赛事相
比，女子马拉松将给女性更好的体验，
无论是环境还是设施，都将给女跑者
们带来全新的体验。”

李博 摄影 张士博
本次比赛项目及参赛人数设置为

半程马拉松3000人，健康跑（约5km）
1800人，比赛线路具体如下：

1.半程马拉松路线（关门时间3小

时）：双流体育中心东门（起点）－银河
路－航都大街－双江路－双江路棠湖
中学路段（折返）－双江路－航都大
街－银河路－航港路－金河路－宜城
大道－银河路－双流体育中心东门
（终点）

2.健康跑路线（关门时间1小时）：
双流体育中心东门（起点）－银河路－
航都大街－双江路－双流体育中心北
门（终点）

本次比赛只接受网络报名，半程
马拉松报名费每人 100 元；健康跑每
人50元。各项目名额报满即止。

报名请登录赛事官网http：//kiss-
run.anywalker.com/cd

报名咨询电话：028-86513116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85559418专修移空调87772265
●专业修空调加氟清洗86252819
●空调修移85559505加氟、清洗

便民服务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养老托老
●园缘疗养院医养一体84713992
●失能老人病人医养护84386875

搬家公司
●玉龙87326666低价86259642优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报废车回收
●高收报废车旧车13194984169

律师服务

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6938500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启 事
●成都蜀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开
具给黄晓波的丽府车位收据
（号 ：867835、867836）遗失
●新都区大丰水仙阁茶楼营业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510125600404550）遗失作废

●成都华孚电子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已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其
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玉林串串香东大街店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510104600072406）遗失作废
●郫县时空引擎欢喜网吧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
510124000012694�）遗失作废
●成都锦世达康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税号91510100095723542X)遗
失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号码
02478887)第三联,声明作废.

●陈志敏身份证（511126197906�
017514）于2016年7月24日遗失
●廖威，吴芳遗失花语岸房款收据
（收据号9220181金额124949元）
定金收据（收据号9220549金额一
万元）遗失作废

征婚交友
●每周相亲大聚会18982071607

房屋租售
●锦绣路房屋招租13908233890

求租求购
●购本市近郊工业用地十亩或现
浇厂房2000-5000平13708180986

酒楼·茶楼转让

●商务酒店转让13281280353黄

餐馆转让
●仓库、商铺出租15802828761

店 铺
●天府广场摩尔百盛旁步行街一
楼旺铺90平出租13330993226
●售47平玉林铺84674633拒中介

厂房租售
●郫县厂库房出租18080882350
●双流蛟龙6500平18982150904
●食品厂出租有证15208389268
●★租公平镇厂房13808002675
●厂房租售，首付三成，可办双证，
购即分割028-84944666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龙潭总部经济城办公室精装322
平及多套宿舍出租84209166
●在建标准车间3栋15000平方、

30亩招租寻合作15828316577

招 商
●有项目寻合作13551198928

带上闺蜜 来一次女士专享的奔跑
2016成都女子半程马拉松9月开跑

带上闺蜜，来一次属于女性的奔跑，让男士在终点等候，一场属于
成都女性的高品质马拉松将在9月4日正式开始。昨日，2016成都女
子半程马拉松暨全国女子半程马拉松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双流川投
国际酒店举办。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马拉松办公室主任水
涛、知名跑者张帆等体育界知名人士出席了新闻发布会，主承办代表
分别介绍了赛事，现场嘉宾多角度畅谈女性跑步市场的美好前景，现
场嘉宾代表共同启动赛事，kiss run成都站报名正式拉开序幕。

2016奥运会预热报道

国际泳联对俄罗斯开出7人禁赛罚单
国际皮划艇联合会对俄罗斯开出5人禁赛罚单

单项协会出手了
俄罗斯选手去里约？没那么容易！

12强赛首战
四川球迷组团去首尔为国足扎起

时隔15年，中国队又有机会站在亚洲
足球最高竞技舞台与亚洲顶尖强队较量，9
月1日，国足将东征首尔挑战首个12强赛
对手韩国队。作为忠实的中国球迷，怎么能
放弃与国足同舟共济的机会？如今中国“龙
之队”球迷会韩国远征团已开始招募，将组
织千人助威团亲赴韩国。四川省球迷协会
作为“龙之队”的四川分会，这次给本地球
迷们争取到了50个远征名额。

按照行程，届时四川远征的球迷们将
在8月30日从成都双流机场直抵首尔，与
来自全国各地的“龙之队”球迷汇合，共同
为中国队呐喊，届时“雄起”声有望响彻首
尔世界杯球场。四川省球迷协会主席张利
梅表示，“2002年我们就曾远征韩国看世界
杯，等待了十多年，中国球迷总算又有机会
冲击世界杯了！所以这次也希望大家踊跃
报名龙之队为国足扎起，让雄起声响彻首
尔世界杯体育场！”据张利梅介绍，本次报
名截止日期为7月30日，这次的行程将全
部配发龙之队战袍等装备，有兴趣前往韩
国为国足加油的球迷朋友，请抓紧机会报
名。本次12强赛，国足与韩国、伊朗、卡塔
尔、乌兹别克斯坦和叙利亚同分一组，小组
前两名将直接进军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

报名地址：四川省球迷协会（成都市
一环路南三段16号）

报名时间：每日10：00-16：00（截止日
期为7月30日）

联系人：张利梅(13980906067)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伊辛巴耶娃
（女子撑竿跳运动员）

在整个俄罗斯田径队被禁止
参加里约奥运会后，伊辛巴耶娃，
这位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女子撑
竿跳运动员这样说道，“我已经没
有机会再站到奥运会的领奖台上
了。”在她的社交媒体上，她发布了
自己参加奥运会时的图片，以表示
她的痛苦。“俄罗斯的国歌将不会
在我站到领奖台时播放，我的粉丝
也无法为我欢呼。我感到十分悲
伤，这一切是不公平的。我会称之
为零防御。没有人保护我，也没有
人为我的权益辩护。我感到非常难
过，为这些无法无天的暴行。泪水
流过我对脸颊，因为只有我自己最
清楚作为一个运动员，为了竞技我
究竟付出了多少。”

如今34岁的伊辛巴耶娃早在
2003年就打破了女子撑竿跳的世
界纪录，2004 年和 2005 年连续两
年被评选为国际田联最佳女运动
员，并且获得劳伦斯最佳运动员
奖。2005年7月22日，伊辛巴耶娃
成为了第一个撑竿跳打破 5 米纪
录的女性运动员。自从首次打破世
界纪录以来，伊辛巴耶娃一直保持
着对女子撑竿跳的垄断性统治，在
职业生涯曾 28 次刷新室内、室外

世界纪录，被称为“穿裙子的布勃
卡”。在无缘里约奥运后，伊辛巴耶
娃曾经收到过国际田联的邮件，邮
件中提到如果她放弃俄罗斯国籍
仍然有机会前往里约，但伊辛巴耶
娃没有选择这么做，这意味着，我
们也许永远都无法看到撑竿跳女
皇再出现在奥运赛场了。

谢尔盖·舒本科夫
（男子110米栏运动员）

在俄罗斯田径无缘里约奥运
后，俄罗斯名将、现110米栏世界冠
军谢尔盖·舒本科夫发表声明：“没
人在意我被毁掉的职业生涯。”原
本期待在里约冲击金牌的舒本科
夫最终却在黄金年龄无缘奥运，他
无奈地说道，“使用兴奋剂的运动
员理应受到惩罚，我并不袒护他
们，但是我并未使用兴奋剂，也受
到了惩罚。”

在决定俄罗斯代表团“生死”
的国际奥委会电话会议上，俄罗斯
奥委会主席茹科夫激情演讲，在他
看来，许多俄罗斯运动员都因为这
次事件受到无妄之灾，其中他就重
点举了舒本科夫的例子。舒本科夫
是近些年俄罗斯田径的一枚新星，
去年获得了世界冠军，原本，他期
待用奥运冠军证明自己的实力，但
如今看来，这只能成为一场梦。

莎拉波娃
（女子网球运动员）

今年 3 月，莎拉波娃在发布
会上宣布自己被检测出米屈肼
呈阳性，而这种药物在今年被列
为禁药。莎娃称，自己家族的一
些遗传病史使得自己不得不长
期服用含有米屈肼成分的药物，
加之此前米屈肼成分并不在违
禁之列，莎娃从 2006 年就已经开
始长期服用含有米屈肼成分的
药物了，莎娃表示，由于身体原
因自己无法完全停止服用，但是
会努力尝试不用药物的情况下
观察身体情况是否好转，她也想
重新返回赛场，不想因为这样的
原因而退役。

因为服用米屈肼莎娃被禁赛
两年，而在7月11日，国际体育仲
裁法庭（CAS）宣布延后莎拉波娃
针对取消或缩短禁赛期的上诉请
求，这也意味着她彻底无缘里约奥
运。作为世界女子网坛吸金能力最
强，兼具实力和美貌的巨星，莎拉
波娃一直都是俄罗斯体育的一张
名片。在个人荣誉上，她也只差一
个奥运金牌就能成就金满贯传奇，
但如今看来，禁药注定将让她的职
业生涯留下遗憾。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俄罗斯“蛙后”埃菲莫娃将提起上诉，她也成为俄罗斯首位在被禁赛后上诉的运动员

因为禁药事件
里约奥运会上 我们将错过这些俄罗斯名将

在万众瞩目之下，国际奥委会最
终“网开一面”，宣布不会对俄罗斯运
动员全面“禁奥”，但他们同时又像踢
皮球一样将禁赛权下放给了各单项
协会。北京时间昨日，国际泳联成了
第一个吃螃蟹的单项协会，他们对俄
罗斯开出 7 人禁赛罚单。7 名运动员
分别来自游泳、跳水、水球、花样游泳
和公开水域游泳5个项目。值得一提
的是，作为宁泽涛男子100米自由泳
对手的莫罗佐夫和俄罗斯“蛙后”尤
利娅·埃菲莫娃均在其中，据法新社
报道，埃菲莫娃表示其不接受国际泳
联作出的关于下月里约奥运会的禁
赛处罚，并将提起上诉。她也由此成
为了俄罗斯首位在被禁赛后上诉的
运动员。

继国际泳联宣布对俄罗斯 7 名
运动员禁赛后，国际皮划艇联合会
（ICF）宣布，包括2012年伦敦奥运会
金牌得主的亚历山大·德亚琴科在
内的五大俄罗斯名将，因为兴奋剂
问题遭遇禁赛，同时无缘今年的里
约奥运会。

国际皮划艇联合会是游泳协
会之后，根据国际奥委会的执委
会决议，再次有一个单项协会对
俄罗斯奥运代表团做出项目禁赛
的处罚。

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规定，俄罗
斯还有一名自由式摔跤选手和 2 名
举重选手因为有兴奋剂前科，所以
也被排除在了里约奥运会之外，这
使得俄罗斯此前宣布的 387 人名单
中，遭到单项组织禁赛或者不能满
足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议，被排除
在里约奥运会之外的人数增加到了
81人。

对于国际奥委会把对俄罗斯运
动员的禁赛权下放到个单项协会的
做法，英国媒体表示非常失望，他们
援引参加过五次奥运会的长跑运动
员帕维的话说道：“体育运动对于兴
奋剂应该‘零容忍’，但奥委会却没能
作出一个有力的决策。”而奥运会400
米铜牌得主梅里则说：“国际奥委会
不作为。一个国家究竟要做什么才能
得到一个全面的禁令呢？”

国际奥委会将禁赛权下放到各
单项协会，像国际网联一样，大多数
协会都表达了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欢
迎，但此次国际泳联与国际皮划艇联
合会却先后对俄罗斯运动员开出罚
单。原本以为国际奥委会的决定就相
当于进军里约的门票，但现在看来，
距离里约奥运会开幕还有不到 10
天，仍然有不少俄罗斯运动员无法确
认自己能否站上奥运会的舞台。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曼市德比流产
鸟巢：不是草皮的问题

原定前晚举行的“国际冠军杯”曼联
VS曼城一役被临时取消，大批曼联曼城球
迷专程赴约后不得不接受无球可看的情
况。不少球迷从外地赶来，除了专门请假，
门票、酒店和机票交通等就花费了2万多，
但最后等来的只是一个“紧急通知”。

在今夏的三场比赛中，鸟巢的曼城德
比被主办方视为重中之重，而赛前的开票
情况显示，鸟巢的比赛票房最佳，几日前
已经销售了超过 5 万张门票，加上上海
87%的上座率，票房成绩超越去年已经板
上钉钉。原本主办方希望通过曼城德比的
号召力实现小幅盈利也不是难事，但这一
切眼下都变成了泡影。据悉，对于这场比
赛，乐视体育事先是投了保险的，比赛流
产，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赔偿，但前后筹
备以及相关的投入还是让他们很受伤。

而关于网上盛传的草皮问题，鸟巢方
面昨日的回应是，“在确定曼城德比在鸟巢
举行后，两支球队都来进行过考察，并且提
出更换成冷季型草皮，英国专家也反复对草
坪进行过碾压找平，但冷季型草皮最怕高
温、高湿的极端天气，没料到北京连日来持
续降雨，19日和20日的暴雨让草坪完全浸
泡在水里近40个小时，我们用鼓风机吹，对
草皮进行施肥，做了各种补救措施，还是没
法恢复。”对于此事，鸟巢负责赛事运营、对接
工作的相关负责人何淼表示，“场地没问题。至
于您说的场地糟糕，需要一个第三方机构评定，
这样的场地是否适合举办比赛。”何淼在接受腾
讯体育采访时表示，目前只是两家俱乐部和球
队认为这样的场地不适合比赛，“但我们并不认
为是场地导致比赛无法进行。”

又讯 英国天空体育昨日宣布，他们
将对未来三年的中超联赛进行现场直播。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