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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以来最棒一届世警会”
“新生”成都如何交出高分答卷

除了电子信息，食品农产品
也是这次招商路演上的“重头
戏”。在此之前嘉吉将食品级原料
制成护肤品，实现食品技术的“跨
界”创新，包括牛肉系列、可可产
品、美丽护理等众多优质产品都
会在第二届进博会上亮相。

Forestlee公司董事长李萍表
示，今年也将如期参展，并带来北
海道的综合产品，如大米、北海道
麦片、米油等。

“截至今年8月，公司综合
产品进口量已超过2017年的3
倍 ，同 时 出 口 量 也 成 正 比 增

加。”李萍说，把中国好产品带
到日本，以及把日本好产品带
来中国，进博会将是一个很好
的平台和机会。

此外，食品及农产品展区相
关负责人还在会上表示，该展区
主要覆盖乳制品，肉类、水产品和
冷冻食品，蔬果、农产品，休闲食
品、调味品，饮料和酒类，综合食
品等细分领域，届时将有保乐力
加、纽仕兰、都乐等众多知名企业
携拉菲等名酒、新西兰优质乳产
品、新鲜热带水果等“明星展品”
参展。

延伸阅读

瞄准科技生活和食品农产品
第二届进博会在成都精准推介

7月1日，第二届进口博览会专业观
众注册报名系统正式开放，注册报名方
式：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官网（www.
ciie.org）-“企业商业展”-“专业观众”-

“参观预登记”项下报名注册。在首届的
基础上，本届进博会专业观众注册报名
的审核流程进一步完善，系统功能进一
步优化，增设了无邀请码注册、证件邮
寄等功能，方便广大采购商报名参会。

此外，第二届进口博览会招商路
演、展前供需对接会等活动也将继续
举行，为采购商提供更多实用信息，推
动供需提前对接，促进展会成交。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再过不到一百天，第二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第二届
进博会”）就将在上海拉开帷幕。8月
12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
刘福学在成都举行的招商路演上透
露，此次参展的国别、企业家、“一带
一路”国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
企业数量均超过首届。

这意味着什么？用刘福学的话
来说，“机遇比去年要多得多”。首
届进博会上，四川交易团共有
3200余家采购商、7000余人到会
观展洽谈，采购成交总额高于各省
平均采购水平。四川省商务厅副厅
长刘祥超表示，今年，这一数字有
望继续增加。

看重四川这一庞大市场，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局此次在成都举行的
招商路演显得颇有诚意：除了把长
江上游地区的线下招商宣传首站放
到成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还专
门研究了四川的经济特点，科技生
活展区和食品及农产品展成为此次
向四川采购商推介的重点。

盛赞/“有史以来最棒
的一届世警会”

●世警联合会执委大卫·米克洛斯：这是世警会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最强生存者比赛
●世警联合会主席拉瑞·柯林斯：这是有史以来最棒的一届世警会
●新西兰驻华警务联络官Russel:新西兰队队员在短时间内，爱上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
感受到了大赛的激情和成都人民的热情好客

盛赞盛赞
背后背后

中国中国··成都成都20192019第十第十
八届世界警察和消防员八届世界警察和消防员
运动会运动会（（简称简称““世警会世警会”）”）赛赛
场场。“。“最强生存者最强生存者（（TCATCA）”）”
项目赛后项目赛后，，世界警察和消世界警察和消
防员联合会执委大卫防员联合会执委大卫··米米
克洛斯在一张运动员成克洛斯在一张运动员成
绩表上写下了他对这场绩表上写下了他对这场
赛事的感受赛事的感受：：这是世警会这是世警会
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最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最
强生存者比赛强生存者比赛。。

几天前几天前，，世界警察和世界警察和
消防员联合会主席拉瑞消防员联合会主席拉瑞··
柯林斯也对赛事表达了柯林斯也对赛事表达了
同样的赞许同样的赞许，“，“这是有史这是有史
以来最棒的以来最棒的”。”。他还特别他还特别
提到提到，“，“成都所有工作的成都所有工作的
准备准备，，可以说正是一个城可以说正是一个城
市不断提升和进步的过市不断提升和进步的过
程程，，而这种进步是各个方而这种进步是各个方
面的面的。”。”

于成都而言于成都而言，，这座城这座城
市在这之前从未有过如此市在这之前从未有过如此
规模的国际化赛事规模的国际化赛事。。它创它创
下了几个之最下了几个之最：：规模最大规模最大、、
国际化水平最高国际化水平最高、、单次入单次入
境外宾人数最多的综合性境外宾人数最多的综合性
体育体育赛事赛事。。世警会开赛以世警会开赛以
来来，，竞赛组织工作获得了竞赛组织工作获得了
世界警察和消防员联合世界警察和消防员联合
会的高度称赞会的高度称赞，“，“新生新生””成成
都是如何交出都是如何交出““有史以来有史以来
最棒最棒””的答卷呢的答卷呢？？

世警会于上世纪80年代由美国加州警局的
警员发起，每两年举办一届，今年已经是第十八
届。它既是一场全球各国和地区的警察、消防员
相聚一堂的大“派对”，也是一场国际运动赛事。

今年，这场赛事第一次走进亚洲。对成都
而言，也是第一次。79个参赛国家和地区、涵盖
五大洲、56个项目、近万名运动员及家属，成为
成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国际化水平最高、单
次入境外宾人数最多的综合性体育赛事。这无
疑也是对成都举办大型国际赛事的一场考验。

考验结果如何？成都没有让人失望！
世界警察和消防员联合会主席拉瑞·柯林

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评价：“在这之前，我
们认为最好的世警会是1995年那届，而现在我
必须要说，这才是有史以来最棒的一届。”

“虽然成都可能在这之前没有太多大型
国际赛事的举办经验，但通过这样一届赛
事，从筹备过程中是能学到很多经验的。这
可以让成都在今后去承办一些其他国际赛
事时或者对以后的工作提供经验和帮助。”
拉瑞·柯林斯说。

世界警察和消防员联合会执委大卫·米克
洛也在“最强生存者（TCA）”项目赛后，写下了
他的观赛感受：这是世警会历史上最成功的一
次最强生存者比赛。

来自新西兰驻华警务联络官Russel的邮件
则从另一方面对此次赛事给予了赞许：新西兰队
队员在短时间内，爱上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
感受到了大赛的激情和成都人民的热情好客。

更多的好评，来自各个赛场。无疑，首次面
对如此规模的国际赛事，成都考出了高分。

8月13日下午，两名巴西运动员在开赛5天后，
匆匆赶到成都。尚未注册、食宿未定，语言不通。

他们遇到了志愿者肖潇。这一刻起，服务
开始了。在接下来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他们
从世纪城会展中心运动员入口，一路进入1号
馆2楼的竞赛指挥部，找翻译，找竞赛负责人
员，完成注册。这是一场无缝衔接的全程保障，
直接而高效。

像肖潇一样的志愿者多达6000余人，分布
在运动员需要的各个区域，两个月前他们便陆
续开始了培训，涉及外交礼仪、服务技能、突发
应急、医疗应急、语言沟通等多个方面。竞赛人
员亦是，他们有4000多个伙伴，身影遍及赛场。

“此外，还有交通、安保、医疗、语言、通讯
等众多工作人员都会在各个赛场，彼此协作相
互配合。”成都市体育局副局长高伟说。

成都真的没有经验吗？
实际上，最近5年左右，成都举办国际比赛

的数量和级别均有飞跃般的发展。高伟介绍，
2012年左右，在成都举办的国际比赛一年不足
10个，而到2018年，成都已经有各类国际比赛
20多个。“而这些国际比赛的举办，正好检验了
成都的综合保障能力和竞赛组织能力，以及成
都志愿者的服务能力。”

“通过这些比赛，我们锻炼了一支竞赛队
伍，赛事保障机制应该说也基本成型了，公安、
卫计、交通等各个部门的协作机制形成了，有
了一支赛事执行的核心团队。”高伟介绍，因
此，无论办单项比赛，还是大型的综合型运动
会，最主要的机制是健全的，其余的则不过是
规模大小，点位多少上的差异。

一个月前开始，220米高的银泰中
心，每周都将迎来一场登楼比赛。这里
是世警会消防员比赛项目楼梯竞速的
赛场。成都消防员王洪在这里几度“夺
冠”。负重超过30斤，登上55层楼顶，他
的用时多次在10分钟以里。

每一次比赛，王洪需要从准备到
检入，再到鸣笛计时，自起点一路向
上。裁判员现场计时，场外大屏实时排
名，完赛后在志愿者引领下回到楼底，
最后登台领奖，然后乘车返回。过程
中，赛场内外安保、医护人员、翻译都
需一同就位。

“正式比赛什么样，现场就是什么
样，所有的环节都要按正式比赛一
样。”王洪说，“这样才能发现各个环节

的问题在哪，并及时解决磨合，在正式
比赛时，才能真正做到各就各位，又默
契配合，保证比赛顺畅”。

不仅仅在消防，世警会前期，多个
警察项目也同样在各个赛场进行了相
应的测试赛。

“这次的比赛项目有56个，分布在成
都多个赛区，参赛的选手也非常多，测试
赛的目的也正是为了让各个部门顺畅运
转。”高伟介绍，到世警会正式开始时，共
有超过半数的项目进行了测试赛。

“从现场设备设施的配置，到裁判
员、选手、志愿者、翻译、医疗、安保、交
通、通讯、主持人、礼仪等等，一场赛事
的各个环节，各个相关的人员都需进
行和参与。”高伟介绍。

在高伟看来，世警会有其特殊
性，特殊在于，其比赛项目及规则的
设置，以及报名注册和赛程方面有着
自己的特点，与正式体育比赛有着一
定差别。

“比如，里面的掰手腕、躲避球其
实并非正式的体育项目，不过其中一
些大项则与正式比赛相同。”高伟说，

“但在组织上，仍旧按照国际比赛的标
准进行组织和要求。”

如何让这场国际赛事拥有国际标
准？

高伟介绍，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在裁判方面，此次世警会裁判有执裁
过奥运比赛的国际高级别裁判，也有
成都本地的裁判。如此，既有高端裁判
的标准，也能为成都培养本地裁判。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按照国际赛事的
标准来组织裁判团以及辅助人员，确
保了比赛的执裁和水平是国际级的，

也是公正的。”
“也正因为如此，目前对于裁判的

有效投诉几乎是没有的，有的投诉也
主要是在沟通交流和规则理解方面。
这也得到了世警联合会的高度评价。”
高伟介绍。

在竞赛组织方面，此次世警会动
用了成都市所有的竞赛团队来保障赛
事的组织，同时也申请了国家和省级
相关项目中心和协会的专业人士和技
术官员的支持。“形成了有效的指挥体
系，上对世警会指挥中心，下对赛区对
项目都有有效的指挥体系，每天所有
项目的情况都会及时了解，要求也会
传达到所有项目。”

另外，在赛场的布置、器材准备方
面，高伟介绍，所有场地的器材，包括
场地布置也均是按照国际标准在进
行。“在基础方面，对整个比赛的成功
和专业做好了保障。”

8月18日，世警会将在成都闭幕。
这场比赛将给成都带来什么？

在拉瑞·柯林斯看来，可以让更多人
知道成都已经具备了举办大型赛事的能
力和条件，帮助城市在国际交流、旅游、
经济等方面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世警会的举办，是为了展示成
都的国际化和影响力以及发展的前
景 ，也 是 打 造 世 界 赛 事 名 城 的 需
要。”高伟认为，“这次近万名的外宾
来到成都，看成都、了解成都、游览
成都，跟成都人接触、交流，这都是
对成都无声的宣传。”

国际上，不少城市因为赛事而
被人熟知，比如英国伦敦西南部这
个因“温网”而被人闻小镇温布尔
顿。每年全球级别最高的赛事吸引着
无数人前往。体育赛事之于城市的影
响显而易见。

“不同的项目，持续的国际比赛的
举办，对城市的推广，对城市的国际影

响是不可小视的。”高伟说。“要想让别
人来了解成都，不是说去邀请做广告
就会来，而是需要载体和平台，这就需
要文化体育的交流，而体育是无国界
的，是国际通用的语言，是最好的媒
介。如果有一项运动在这里扎根，或
者持续在这里举办赛事，就会让城市
被人知晓，从而推进国际化。”

高伟说，一个城市的国际化是对
城市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有了国际化
才会有国际交流，才会有更多的国际
会议，国际活动，国际旅游人员到你的
城市来，这都是促进城市发展的重要
推动力。“如果人家知都不知道你的城
市，是不可能来的。”

而回到体育本身，赛事的发展，最
终将会惠及这座城市的居民，他们将
有更多的机会近距离观赏到国际高水
平的比赛，也将拥有更多的全民健身
机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支撑/ 有一支赛事
执行的核心团队

去年的进博会上，“飞行汽车”
等一大波黑科技是最受关注的内容
之一。刘福学表示，第二届进博会将
有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
多家企业参展，“首发的新产品、新
技术预计也将超过首届”。

例如，第一届进博会最大最重
展品“金牛座”龙门铣的生产商德国
瓦德里希科堡，今年计划展出一台
更加符合中国市场需求的移动龙门
加工中心，并进行动态展示，它的名
字是“双子座”。此外，立柱最高可达
25米的Miniload料箱型堆垛机，有
望成为本届进博会室内最高展品。

理光（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成都
分公司销售负责人汪浩也透露，公
司今年将参展面积从首届100平方
米增加到400平方米，将在打印、制
造、环境、医疗四个领域展示更多的
新产品。

“这将是四川进一步发展外贸、
引进外资、对外合作的重要平台。”
刘福学在会上表示，希望四川交易
团能够进一步加强精准招商，结合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优势，邀
请相关领域专业采购商，特别是民
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到会洽谈采购、
开展合作。

■食品农产品展区 还有新鲜热带水果■第二届进博会 黑科技备受关注

磨合/ 半数项目提前开展测试赛

保障/ 让国际赛事有国际标准

影响/ 国际赛事让城市更加国际化

世警会警用摩托车技能赛 摄影记者 刘海韵

世警会最强生存者比赛 摄影记者 王欢

世警会田径十项全能，男子110米栏比赛
摄影记者 王红强

世警会消防专项比赛——召集 摄影记者 陶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