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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
把这当成三年后奥运会的起点”
全运成绩创近年最佳

北京团健儿受嘉奖

第十三届全运会北京体育代表团总结大会昨天上午在什刹
海体育运动学校召开，会上对为北京市赢得荣誉的运动员、教练
员和作出贡献的单位进行了表彰。 北京市体育局局长孙学才表
示，这些成绩都是北京代表团四年备战的回报。

■CBA 季前赛

京彩聚焦

表彰 31 名群众受奖

本届全运会，北京市代表团
在竞技体育项目上共获得 30
金 14银 31铜，获得金牌、奖牌
和前八名项次数全面超越上届，
金牌数量是第五届全运会以来
最多的一届。在群众体育项目
上共获得 12金 16银 6铜，金
牌数和奖牌总数位居全国第二，
实现了竞赛成绩和精神文明的
双丰收。
为表彰在本届全运会取得
优秀成绩的体育工作者和工作
单位，决定授予北京市先农坛体
育运动技术学校、北京市木樨园
体育运动技术学校、北京市什刹

海体育运动学校等为“重大贡献
单位”；北京体操队、北京乒乓球
队、北京田径队、北京跳水队、北
京花样游泳队、北京自由式摔跤
队、北京羽毛球队、北京空手道
队、北京赛艇队等队伍为“最佳
团队”；张培萌等 51名运动员
为“最佳运动员”；张雷等 26名
教练员为“最佳教练员”；刘启臻
等 38名运动员为“最佳新人”。
群众体育项目中，北京市羽毛球
运动协会为“重大贡献单位”；有
31名群众项目运动员当选“最
佳运动员”。乔丹体育股份有限
公司为“特别贡献单位”。

成绩 离不开后备培养

代表团常务副团长孙学才
在总结报告中指出，本届全运
会，北京代表团亮点纷呈，羽毛
球、花样游泳、高尔夫、女子垒球
和排球等团体项目纷纷实现突
破；林丹等奥运冠军发挥出了表
率作用；跳水小花张家齐、自由
式摔跤女将徐蕊等小将新人也崭
露头角，表明北京市体育后备人
才培养取得丰硕成果。“我们的奥
运会优势项目成绩依然处于全国
前列，比如这次的乒乓球男女单
打金牌，分量极重。这些亮点都是
北京代表团四年备战的回报。”
孙学才表示，本届全运会的
成绩将成为四年后的起点，“总

结会之后，新周期的规划就将启
动 ， 备 战 2020年 奥 运 会 和
2021年全运会，在后备人才培
养上探索体教融合的新模式，充
分挖掘大学和中学的体育人
才。”为迎接东京奥运会，北京市
将继续保证传统优势项目的备
战，“希望每个项目都能有旗手
队员，带领队伍走下去。”
本届全运会健儿取得的优
异成绩，更增长了北京市迎接
2022年冬奥会的热情，孙学才
表示，新的冰雪运动季即将到
来，要借此机会为冬季项目营造
良好氛围；同时加强专业队建
设，打造冰球城市名片。

林丹 未来继续传帮带

林丹转业后加盟北京羽毛
球队，不仅帮助球队首夺男团金
牌，个人也实现男单项目四连
冠，成为本届全运会的优秀运动
员代表。作为中国羽毛球队的领
军人物，他也表态，将冲击个人
第 20个世界冠军头衔，继续为
北京队贡献力量。
“很开心能够代表北京打全
运会，这次队友和教练也是帮助
我实现了在国内从来没有拿过
的男团冠军（愿望）；我个人也实
现了（单打）四连冠，很不容易。
很感谢每一位帮助过我的领导、
教练，包括队友。”他还提到，全

运会前刚刚经历过高强度的世
锦赛，因此这两枚金牌与代表团
完善的科研保障密不可分。
林丹并没有退役打算，下一
步将备战明年的汤姆斯杯、世锦
赛等大赛，同时为北京羽毛球做
好传帮带。“自己其实还能在场
上打球，对很多年轻运动员就是
种鼓励，我希望能成为他们非常
正面的榜样，有些年轻人觉得世
界冠军就够了，但我认为世界冠
军仅仅是开始。”成就男单四连
冠后，他透露，不排除坚持到东
京奥运会。
北京晨报记者 刘晨

体彩如何
抓住“假日经济”

首钢热身首胜
昨晚，CBA 季前赛陕西彬县站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北京
队迎战天津队， 因伤休战许久的翟晓川本场复出拿下 4 分，刘
晓宇和大外援汉密尔顿各得到 23 分， 球队以 100 比 95 小胜
天津队，避免了三战全败的尴尬。 图为刘晓宇防守。

■体坛速递

上海大师赛兹维列夫告负
比 4锁定胜局。
北京晨报上海专电（特派
于是，2017上海大师赛
记者 葛晓倩） 拖着鞋带儿没
有系好的运动鞋，亚历山大· 男单 2号种子黯然出局。和
兹维列夫走进新闻发布厅。 一周前在中网一样，这位
“未来一代”的领军人物
鞋底和厚实的地毯接触，发出 ATP
嘶嘶的声音，让整个房间的气 在中国赛季的比赛中再次和
压一下子低了起来。昨天，这 冠军无缘。对于志存高远的
位 ATP排名第 4的小将在 他来说，这两场失利都有相似
先赢一盘的情况下，以 1比 2 的部分——
—他觉得自己打得
被阿根廷名将德尔·波特罗逆 已经很不错了，但却没有办法
转，无缘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 成为笑到最后的那一个。
八强。
“我觉得我已经用尽了全
首盘比赛，20岁的德国 部的办法，想不出在哪些方面
人表现出色，他在底线的相 还可以做得更好。”金棕色的
持能力化解了对手一次又一 头发从他的额头前垂下来，眉
次的进攻，很快就以 6比 3 眼之间的困惑也因此而被遮
先下一城。第二盘比赛，德 盖住了一些。
尔·波特罗提升了自己的发
“一般情况下，我不太可
球，两人的比分交替上升来 能在全场只被破发一次的情
到 6比 6平。抢七局中，兹 况下还找不到获胜的办法，从
维列夫以小分 5比 7告负。 而最终输掉比赛的。”他说自
决胜盘中，前美网冠军丰富 己的身体没有问题，但“现在
的经验决定了比赛的走向， 很不开心”，
“这一点估计你可
在率先取得破发后，他以 6 以看得出来。”
中超下赛季启用视频裁判
北京晨报讯（记者 周萧）
从本周末开始的中超第 27轮
中超联赛已进入收官阶段，为 起就将由“欧美高水平裁判团
了确保联赛最后 4轮的公平 队执法联赛关键场次”。技术
公正，中国足协昨天在官网发 层面的介入也会成为裁判工
布了《中国足协聘请外籍裁判 作的助力，中国足协已与国际
执法中超收官阶段关键场次》 足联、国际足球理事会启动合
通知。足协同时透露，中超联 作，推动裁判最新技术和执法
赛将在下赛季使用视频助理 手段——
—视频助理裁判进入
裁判技术。
中超联赛赛场，在本赛季末部
按照足协所公布的内容， 分场次进行率先试点，并在
2018赛季投入使用。
此外，足协昨天还发布了
《关于加强职业联赛赛事管理
工作的通知》，其中也强调，
“中
国足协将对联赛剩余场次进
行实时监控，一旦发现有违背
体育道德和公平竞赛精神的
行为，将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10月 11日《中国体彩
报》报道，今年“十一”黄金周
期间，体彩全国联销游戏（大
乐透、7星彩、排列 3、排列
5、传统足彩、竞彩）周销量
（10月 2日—8日）22.67亿
元，比前一周减少 8.37亿
元，环比下降 26.97%。其中，
受受注赛事减少影响，竞彩
的周销量环比下降 34.96%。
近年来，每到黄金周，餐
饮旅游、商业贸易等行业销
售数据均出现爆发式增长，
不过，
“假日经济，不旺彩市”
的说法也早已有之。这其中
的原因是什么，体彩市场的
“假日潜力”何在？
探因 受注赛事减少

我国有两个“黄金周”，
一个是国庆长假，另一个是
春节长假。春节期间，根据相
关政策规定，彩票休市一周
（即开票照常销售），销量大
幅下降自不必说。而国庆期
间，彩票不休市，但销量却依
然受到不小的冲击。
10月 2日至 8日期间，
竞猜型游戏销售 15.19亿
元，比前一周减少 7.54亿
元，环比下降 33.17%。其中，
竞彩的周销量环比下降
34.96%。据悉，该周，逢国际
足球比赛日，欧洲、非洲、美
洲分别进行了世界杯预选
赛，多个国家的联赛暂停，导
致受注赛事减少。竞彩足球
的受注赛事仅有 155场，比
之前一周减少 178场，受注
赛事大幅减少，是竞彩销量
环比减少的原因之一。
对策 推广礼品属性

为应对日常快节奏生活
以及假日对彩票销量带来的
影响，近年来，彩票销售机构
推出了不少措施，其中包括
数字型游戏的“多期票”投注
和即开票的节假日户外销
售。
目前，全国联网体彩大
乐透、7星彩和排列游戏在
众多省份具备多期投注的功
能，在方便彩友日常购彩之
余，也填补了假期带来的投
注不便问题。在各地，高频
11选 5等快开游戏也推出
多期投注功能，为守号的彩
友们提供便利。
即开票户外销售是假日
期间的一个亮点。在闹市区
的广场或旅游景点附近开展
即开票户外销售，既宣传了
彩票本身，也为购彩者提供
便利，并提升了销量，可谓一
举多得。
（金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