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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应氏杯世界职业
围棋锦标赛正式开赛

9 月 8 日袁第九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正式开
赛遥 由于疫情影响袁本届比赛前三轮通过网络进行袁半决
赛和决赛都将采用三番棋袁具体比赛时间地点尚未确定遥

开赛前袁 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致辞袁 他表示院
野应氏杯是应昌期尧 应明皓两位老先生对世界围棋和中
国围棋的重要贡献袁凝聚了应氏家族和应氏集团的家国
情怀和对围棋的热爱遥今年在全世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环境下袁应式杯仍然能够如期举办袁这使我们深受感
动尧深受激励遥 冶

本届应氏杯共有 30 名选手出战袁上届比赛冠尧亚军
唐韦星和朴廷桓直接晋级 16 强袁首轮比赛有 28 名选手
出战遥 首轮比赛 14 盘棋均为中外对抗袁焦点战柯洁 VS
金志锡尧谢尔豪 VS 申真谞等遥 林建超说院野这次比赛的
抽签比较平衡袁开头就是硬仗遥 前不久在中国围棋甲级
联赛长兴站第一阶段的比赛中袁 全体围甲队员经历了
256 盘激战袁受到了很大的磨练遥 优秀的棋手袁实力靠大
赛磨练尧状态靠硬仗体现遥现在硬仗来了袁中国选手在应
氏杯夺冠的历史上有很多的空白袁需要我们上场的优秀
棋手们来填补遥 希望你们在本届应氏杯的大赛中袁能够
高度专注尧顽强作战尧争取佳绩遥 冶

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是由中国台湾企业家应
昌期于 1987 年创办的世界职业围棋个人大赛遥 首届比赛
于 1988 年在北京举行袁每四年进行一届袁有野围棋奥运
会冶的美誉遥 应氏杯冠军奖金 40 万美元渊约合人民币 273
万元冤袁是目前所有围棋个人世界大赛中最高的遥 管若寒

国际乒联世界杯和总决赛
积分规则正式公布

9 月 7 日袁国际乒联宣布积分排名重启袁世界杯和
总决赛的积分规则也同时公布遥

在男女单打世界杯中袁冠军将获得 2550 分的积分袁
亚军获得 1915 分袁 第三名获得 1660 分尧 第四名获得
1530 分袁1/4 决赛落败选手获得 1275 分袁1/8 决赛落败
选手获得 1020 分袁小组赛获得第三名的获得 765 分遥所
有参赛球员必须与去年的成绩相匹配袁才能确保不丢失
任何积分袁这也给 2019 年其他前 4 强选手带来压力遥樊
振东和刘诗雯是去年男女世界杯的冠军袁他们唯有夺冠
才能保住积分袁这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遥

同时袁 国际乒联年终总决赛的积分也正式公布袁冠
军积分同世界杯相同为 2550 分袁亚军为 2040 分袁半决
赛落败的选手获得 1660 分袁1/4 决赛落败的选手获得
1275 分袁1/8 决赛落败的选手获得 1020 分遥 年终总决赛
计划于 12 月 19 日于中国的山东威海开赛遥 赵欣悦

日本奥运大臣桥本圣子 8
日表示袁考虑到全世界运动员付
出的艰辛努力袁应该野不惜一切
代价冶让奥运会和残奥会在明年
如期举行遥

桥本圣子是在当天的内阁
会议后作上述表示的袁也是对国
际奥委会副主席约翰窑科茨前一
天谈话的回应遥 作为东京奥运会
协调委员会主席的科茨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袁不论新冠病毒消失
与否袁东京奥运会都将在明年如
期举行遥

曾参加过多届奥运会比赛
的桥本圣子说院野对于明年的比
赛袁运动员们在目前的环境中仍
然坚持刻苦训练袁因此我认为我

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举办遥 冶
她还说院野我认为科茨先生坚

信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能够在大
家进一步的密切合作下举办遥 冶

不过袁 比起桥本圣子的回
复袁东京奥组委发言人高谷正哲
更加谨慎遥 在当天的线上新闻发
布会上袁高谷正哲说袁科茨的话
只代表国际奥委会袁不过科茨的
表述的确显示了国际奥委会对
东京奥运会的野坚定承诺冶遥

他还说院野国际奥委会已经表
示过明年将在东京庆祝奥运会的
召开袁东京奥组委尧日本政府和东
京都政府三方也已经成立了防疫
委员会袁 并在上周召开了第一次
会议袁 明年奥运会的防疫工作已

经迈出了切实的一步遥 东京奥组
委将继续认真监控疫情袁 与各利
益相关方密切合作袁 保证东京奥
运会在明年安全举行遥 冶

有记者追问如果明年疫情
仍然严峻袁奥运会是否可能取消
或者再次推迟时袁高谷正哲重复
了以前的答复袁说奥运会的日期
已经确定袁各方会竭尽全力保证
奥运会的如期举行遥

野我们不会猜测未来可能的
形势袁对于奥运会是否会取消和
再次推迟的可能袁万一需要类似
的协商袁 也需要国际奥委会尧东
京奥组委和其他所有合作伙伴
那时一起坐下来讨论可能的选
择遥 冶 王子江

今年的冬博会与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渊下称服贸会冤合并举办袁借助服
贸会的平台袁 突出冰雪产业在现代全球
服务贸易中的重要位置遥 服务冬奥会筹
办袁 推动中国冰雪产业和冬季运动发
展要要要冬博会上袁冰雪的脉搏格外强劲遥

既能体验袁也能野买买买冶
仿真雾林尧 形态各异的冬奥会雕

塑尧色彩斑斓的冬季服饰噎噎走进野冰
雪味儿冶 十足的冬博会冬季运动展馆袁
时间仿佛加速来到冬季遥 除了欣赏和感
受袁与会者还可以亲身体验冰雪运动的
魅力遥

9 月 5 日袁记者在展馆中看到袁有年
轻人正在体验旱地冰壶袁不远处的参观
者则饶有兴趣地尝试雪车模拟器和滑
雪模拟器遥 此外袁雪地摩托车尧雪橇尧冰
蹴球等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冰雪运动都
能现场体验遥借助于虚拟现实渊VR冤和增

强现实渊AR冤技术袁一些高难度的冰雪项
目也不在话下遥

国际数据集团渊IDG冤中国区副总裁
张莉介绍袁今年冬博会设置了主题论坛尧
展览展示尧产业对接和配套活动四大板
块袁突出国际化尧产业化和大众化三大亮
点袁共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500
个国内外品牌参与遥

野在疫情防控背景下袁我们希望通过
冬博会的平台袁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
交流与合作袁推动全球冰雪产业共同前
进遥 冶张莉说遥

除了体验袁冬博会还安排了野买买
买冶环节遥 张莉说袁在冬博会重点打造的
野冰雪购物节冶上袁消费者可以购买雪板尧
滑雪服尧雪镜等运动装备袁还能抢到国内
雪场的折扣票以及国外冰雪旅游目的地
的折扣旅行套餐等遥

聚焦中国袁野冰雪经济冶回暖

野马尧大黄蜂尧大棕熊要要要冬博会
上袁华冰体育设备渊青岛冤有限公司带来
了 3 个大家伙遥展台工作人员介绍袁这是
公司的主打产品要要要浇冰车遥

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
高云超说袁国内外冰雪产业在冬博会平
台上交流碰撞袁既有理念分享也有借鉴袁
还有最新技术成果的合作遥 通过交流碰
撞袁国内冰雪产业逐渐崛起袁取得越来越
大的发展遥 尤其近几年国内产品和技术
有了很大提升袁充分展现了冰雪运动野南
展西扩东进冶的成果遥

据了解袁本届冬博会不仅邀请来自
国际奥委会尧国际冬季单项组织尧联合国
的重要嘉宾袁 还有 20 多个冰雪强国参
展遥 业内人士认为袁在中国有效控制疫
情的背景下袁国际冰雪强国和产业巨头
将目光投向中国袁在提振国内外冰雪行
业发展信心的同时袁也将助力中国野冰雪
经济冶率先回暖遥

化危为机袁助力冬奥筹办
野今年的冬博会正值重要时刻遥 在

北京这座奥运之城举办冬博会袁向全世
界注入了活力遥 体育界已准备好为从危
机中复苏袁为重建一个更加以人为中心尧
更加包容的社会作出贡献遥 冶在本届冬
博会开幕式上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
视频致辞中如是说遥

在全球抗疫之时袁北京奥运会的筹
办也进入了关键时刻遥 因此袁本届冬博
会的举行袁有了更多的国际意义和奥运
色彩遥

野中国采取了负责任的态度袁果断有
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袁在短时间内有效
地控制了疫情袁为民众尧为中国经济的发
展尧为旅游业的恢复创造了良好的社会
环境遥 冶国际滑雪联合会秘书长莎拉窑刘
易斯说袁冬博会的成功举办袁对即将到来
的 2020要2021 年精彩的冬季运动赛季
具有促进作用遥 刘峣

走进冬博会，感受冰雪温度

日本奥运大臣院

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举办奥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