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30 日袁 中国选手雷挺婕在超快
棋比赛中遥 当日袁2019 世界国际象棋快棋
和超快棋锦标赛在俄罗斯莫斯科落幕遥

杨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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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30 日袁成都 2021
年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口号尧会徽尧吉祥物及特许经营全球
发布会在成都大学大运村举行遥

发布会上袁成都大运会的中英
文口号正式发布要要要中文口号是
野在成都袁成就每一个梦想冶遥 其相
对 应 的 英 文 口 号 是 野Chengdu
Makes Dreams Come True冶遥

成都大运会口号尧会徽尧吉祥
物评审委员会成员周晓俊解读了
此次口号尧会徽尧吉祥物的内涵和意
义遥他介绍袁本次大运会会徽主体在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对应英文首字
母野U冶的基础上袁结合了天府文化
象征元素之一的太阳神鸟遥 会徽由
翠绿尧大红尧明黄尧湖蓝四个渐变色
块组成袁 对应成都大运会绿色尧智

慧尧活力尧共享的办赛理念袁并与国
际大体联标志元素一脉相承遥

大运会吉祥物是一个名叫野蓉
宝冶的大熊猫遥 除了手中野31冶字样
火焰的大运火炬袁 蓉宝的耳朵尧眼
睛尧尾巴也呈现火焰形态遥

据介绍袁本届成都大运会会徽
和吉祥物都体现出 野成都味儿冶和
野天府文化冶遥会徽设计选取了古蜀
文明与天府文化的象征元素之
一要要要太阳神鸟遥 在古代袁太阳神
鸟承载了人们追求光明的渴望与
决心袁希望彰显天府文化中自强不
息尧昂扬向上的积极精神面貌遥

备受外界关注的大运会吉祥
物野蓉宝冶以熊猫为原型创作遥被誉
为野国宝冶的熊猫是成都极具特色
的对外传播标识物袁是天府之国享

有高知名度的个性名片遥 据悉袁蓉
宝面部构思参考了传统艺术瑰
宝要要要川剧的脸谱样式袁是川剧这
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一次与
时俱进的创新体现遥

据了解袁此次口号尧会徽和吉
祥物遴选历时 3 个多月袁共收到来
自全球超过 7000 条口号尧近 2000
件会徽和近 1000 件吉祥物的投
稿遥经筹委会评审委员会的初评和
终评工作尧全民网络投票尧网络点
赞活动尧专家专业把关及优化设计
后袁才正式诞生结果遥

据悉袁2021 年夏季袁预计将有
来自约 17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 万
余名运动员前来成都参赛袁届时成
都还会开通野大运号冶地铁专列遥

江晓樟

国奥公布出征泰国大名单
就在 2019 年的最后一天,主帅郝伟执掌的中国

国奥队公布了 1 日 3 日南下泰国备战 U23 亚锦赛
暨东京奥运预选赛的 25 人大名单遥球迷们熟悉的张
玉宁尧杨立瑜尧朱辰杰悉数入选,而在海外踢球的林
良铭则无缘大名单遥

据了解,自 2019 年 9 月接手球队以来,主帅郝伟
为准备这次在泰国开战的亚锦赛, 进行了很长时间
的备战遥近一段时期球队更是屯兵海口遥在刚刚结束
的三场热身赛中, 球队面对中超新军石家庄永昌,取
得了 2 胜 1 平的成绩遥

据悉,本次亚锦赛中国队位于 C 组,同组对手有
伊朗尧韩国和乌兹别克斯坦遥 根据规则,赛事的前三
名将获得东京奥运会入场券, 可以说中国队要想晋
级东京奥运会,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遥 9 日,中国队将迎
来小组赛首个对手韩国队遥 高京

北京冬奥会主通道延崇
高速河北段主线建成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公路主通道延庆-崇礼高速
公路渊以下简称野延崇高速冶冤河北段主线日前顺利通
过交工验收袁 标志着延崇高速河北段主线建成遥 目
前袁 延崇高速怀来北互通至太子城互通段已通车试
运营遥

据了解袁延崇高速河北段全长 113.684 公里袁采
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遥 其中主线长
81.552 公里袁起自张家口市怀来县京冀交界处袁与延
崇高速北京段顺接袁止于张家口市崇礼区袁与延伸工
程顺接遥 沿线共设有互通立交 5 处尧服务区 3 处尧收
费站 4 处遥 目前通车的怀来北互通至太子城互通段
长 67.5 公里遥 王民

1 月 1 日中午,万达集团在其官网发
布声明, 正式宣布撤资大连一方足球俱
乐部, 转而寻求自己重建一支新的足球
俱乐部遥 尽管万达在声明中表示绝不会
因此远离大连足球, 但万达和一方俱乐
部的关系很可能会就此结束遥

新年第一天, 中国足球就发生这样
的事情的确让人感到无奈,但过去几年,
中国足球的撤资问题频频发生, 只不过
一开始是发生在中乙赛场, 然后是在中
甲赛场, 现在有关俱乐部经营的问题终
于波及到中超了!

两年投资 40 亿元 仍未获一方俱乐
部股权

按照万达集团发布的声明, 万达集
团在 2018 年初成为了大连一方俱乐部
的资金方, 并在 2018 和 2019 两年里向
一方俱乐部投资了 40 亿元人民币,但万
达集团并没有如约得到一方俱乐部的
股权遥

万达在声明中写明了 40 亿元的投
资方向:野投资 20 亿元在大连建设了足
球青训中心;投资近 10 亿元组建了十几
支 12 至 21 岁尧 约 350 人的足球青少年
队伍;签订了 10 年 5 亿元支持大连十所
足球重点小学的协议遥 冶为了强调万达

对大连足球的贡献和对一方俱乐部的
支持, 万达的声明中有一句反问:野如果
万达不是真心搞足球, 能做这样长远布
局吗! 冶

声明中只透露这 40 亿元全部用于
硬件和青训建设, 并未涉及俱乐部自身
运营,也就是说在俱乐部的开销方面,万
达集团很可能还另有支出遥 两方面加在
一起, 万达集团这两年在足球上的总投
入应该不低于 60 亿元遥

遗憾的是, 尽管已经成了一方俱乐
部的主要资金靠山, 但万达集团并没有
得到俱乐部股权遥 在一方俱乐部,万达的
身份依然像是赞助商, 万达对俱乐部的
整体工作并没有绝对话事权遥 为此,万达
方面和各方就俱乐部股权问题进行过
多次谈判,情况却一直不见好转遥 无可奈
何之下, 万达作出了撤资一方俱乐部的
决定遥

万达在声明中说:野由于种种原因,
万达至今没有获得一方足球俱乐部股
权, 俱乐部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没有得到
解决,甚至连俱乐部账户都无法使用遥 在
这种情况下, 万达集团不能以目前的方
式继续支持一方足球俱乐部遥 冶

万达决定另起炉灶 最坏情况一方
可能解散

万达声明的最后写道:野万达在大连
建设了世界一流的足球基础设施, 中国
一流的青少年足球队伍, 也有长期支持
大连校园足球的承诺, 因此万达不会退
出大连足球, 将寻求自己重建职业俱乐
部,继续支持大连足球遥 冶这句话的意思
很明了:撤资一方后,万达将另起炉灶建
立一个新的俱乐部遥

万达的声明立即让一方俱乐部阴
云密布遥 乐观点看,距离 2020 赛季还有

两个月时间, 一方俱乐部还有时间找寻
新的投资商遥 问题在于,在中超俱乐部营
收能力约等于 0 的情况下, 会有什么样
的财团愿意每年亏损几亿尧十几亿甚至
几十亿元去经营一方呢?更何况,有万达
的前车之鉴, 有意接手一方的老板也会
踌躇万分遥

如果一方俱乐部选择被托管, 那么
就等于野一方超市冶的开张遥 巨大的经济
压力会让俱乐部大量抛售球员, 尤其是
队中的高薪球员,哈姆西克尧卡拉斯科等
人会成为被挂牌的首选遥 当然,清理野大
合同冶也意味着球队实力的迅速贬损,一
方就算幸运通过中超准入,2020 赛季也
肯定是降级大热门遥

最坏的情况是一方就此解散, 就如
同前段时间的大连女足一样遥 一旦俱乐
部解散,一方球员将全部变自由身,而一
方的中超资格将由上赛季的倒数第二
名深圳佳兆业递补遥

另一方面, 万达若真的是完全另起
炉灶, 恐怕要在 2021 年才能参加中冠
(丙级), 因为大连足协失去了 2020 年的
中冠推荐资格遥 从这个角度来看,万达选
择收购中乙的大连千兆是个不错的选
择,只是千兆的债务问题也比较乱遥

许皓轲

成都 2021年第 31届大运会吉祥物正式发布

万达宣布撤资大连一方
经营问题终于波及到中超了

阴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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