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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0 日是世界国际象棋日袁
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比赛国际象
棋项目赛前媒体通气会召开袁会议
确定国际象棋项目赛事将于 21 日
在安徽省合肥市开赛遥来自全国 28
个省市的 200 余位运动员将参与
男子尧女子个人公开组等 6 个组别
的角逐袁现役女子世界冠军居文君
等 9 位国际特级大师将同台竞技遥

本次比赛共分男子尧女子个
人公开组袁男子尧女子团体业余
组袁男子尧女子个人业余组 6 个
组别遥 赛事分预赛和决赛两个
阶段袁 预赛开赛时间为 7 月 21
日袁赛期 3 天曰决赛开赛时间为
7 月 26 日遥 通过七轮预赛决出

各组前八名袁 他们将和已经获
得 决 赛 资 格 的 运 动 员 进 入 决
赛遥

野为了使决赛更加精彩袁 决赛
采用每组先以伯格制单循环赛制
排出名次袁各组前四名再通过淘汰
赛制决出 1 至 4 名遥 冶国家体育总
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国际象棋部
副主任许昱华透露袁男子个人业余
组和女子个人业余组采用每方 15
分钟袁每步棋加 10 秒的时限袁每局
棋时长大约在 1 小时遥 其余四个组
别采用每方 25 分钟袁 每步棋加 10
秒的时限袁每局棋时长大约需要一
个半小时遥

此次比赛袁明星棋手的参赛将

成为一大亮点遥 女子世界冠军居文
君尧 女子世界排名第一的侯逸凡尧
男子世界排名第三的丁立人等 9
位国际特级大师将出现在个人公
开组遥

本次赛事承委会办公室主任尧
合肥市体育局副局长陆志勇介绍袁
合肥同时获得第十四届全运会群
众比赛国际象棋尧象棋尧围棋三个
项目的承办权袁成为除东道主西安
市以外袁承办野十四运冶项目最多的
地方袁野目前大赛各项工作经过统
筹谋划袁周密安排袁已基本准备就
绪遥 冶陆志勇说遥

陈诺

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 20 日公
布叶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遴选办
法曳袁 正式启动新一轮全国足球发
展重点城市遴选工作遥

根据遴选办法袁有意向申报的
城市应于8 月 13 日前向全国足球
发展重点城市办公室提交省级
体育部门申报函和市政府保证
函袁9 月 15 日前提交全部申报材
料遥 首批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
名单计划于今年 10 月底前向社
会公布遥

为进一步推动落实叶中国足球
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曳袁谋深做实野十
四五冶体育发展规划中的足球专项
规划袁 体育总局会同中国足协于 5
月底发布了叶关于开展全国足球发
展重点城市建设工作的指导意
见曳遥 这是叶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
方案曳出台以来首次全面指导我国
城市足球健康发展的系统性政策
文件袁标志着中国足球改革进入一
个新的纵深发展期遥

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遴选
实行申报制遥 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按照有关要求袁以市人民政府为主
体自愿申报遥 国家体育总局尧中国
足协将组织专家组对申报城市进
行材料审查尧 实地考察和综合评
估袁评估结果将向社会公布遥

为做好遴选工作袁经过前期广
泛调研袁体育总局会同中国足协研
究制定了叶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
评估标准曳遥 叶评估标准曳由材料审
核指标和现场评审指标两部分组
成遥 其中袁材料审核指标重点评价
申报城市足球发展现状尧 发展空
间尧发展特色袁包含组织领导尧协会
发展尧职业足球尧竞赛体系尧青少年
足球尧社会足球尧专业人才尧场地设
施和足球文化 9 个一级指标和 29
个二级指标遥

据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办
公室负责人介绍袁叶评估标准曳的研
制历时一年多袁汇聚了全国足球界
众多专家和地方足协的智慧与心
血袁具有以下突出特点院

一是坚持叶中国足球改革发展
总体方案曳的改革方向袁主动适应新时代我国足球
改革发展的需求遥 坚持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
合袁在全面总结我国历次足球重点城市和近年来
足球改革试点城市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袁积极借鉴
世界足球强国先进理念袁着力解决长期以来制约
我国足球发展的老问题和近年来改革进程中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袁将政府重视尧经费投入尧体教
融合尧竞赛体系建设尧青训中心建设等 5 项指标
作为足球发展重点城市遴选入围的必备条件袁打
造基础雄厚尧体系健全尧保障有力尧氛围浓厚的足
球改革发展示范城市袁 探索中国特色足球发展新
路径遥

二是坚持从娃娃抓起袁 为我国足球长远发展
打下厚实基础遥 此次评估指标体系的核心是青少
年足球袁所占总比重超过 60%遥 充分发挥地方足协
的龙头作用袁建立校园尧专业尧职业尧社会野四位一
体冶的足球人才培养体系袁建立健全体教深度融合
的青少年足球竞赛体系尧 训练体系和升学等政策
保障体系遥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将设置青训总监袁选
优配强高水平教练员袁提高优秀足球苗子成材率袁
打造新时代青少年足球体教融合发展的样板和全
国足球人才的摇篮遥

三是坚持从基层抓起尧从群众性参与抓起袁大
力普及足球运动遥社会足球发展下沉到基层袁从基
层建设尧足球场地等基础性工作抓起袁积极建立街
道渊乡镇冤尧社区渊村冤等各类基层足球社会组织袁加
快建设一批贴近社区尧举步可就的足球场地设施袁
广泛开展群众身边的足球赛事活动袁 加快推进县
渊区冤域足球尧社区足球和乡村足球发展袁做大群众
基础袁培养健康向上的足球文化袁营造浓厚的足球
氛围遥 陈华

7 月 21 日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布里斯班获得 2032 年夏季奥运会举办权遥 当日袁国际奥
委会第 138 次全会在日本东京投票选出 2032 年夏季奥运会举办地遥 作为本届奥运会的唯一候选城
市袁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毫无悬念地获得举办权遥 新华社发渊IOC供图冤

2021 国际冬季运动 渊北京冤博
览会渊以下简称冬博会冤将于 9 月 2
日至 7 日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
园区同期举办袁 意大利为 2021 年
冬博会主宾国遥

本届冬博会延续 野冰雪力量冶
主题袁将通过展览展示尧高峰论坛尧
产业对接尧专场活动等多种活动形
式袁对接国际冬季运动资源袁拉动
冰雪产业发展袁 推动冬季运动普
及遥

据介绍袁本届冬博会将以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行袁设置近 2

万平方米展示区域袁 举办 20 余场
国际论坛尧行业大会及多场洽谈交
易等配套活动袁预计吸引 500 余个
国内外品牌参展袁 近 2.4 万名专业
机构代表到会洽谈遥

为带动大众参与冰雪运动袁本
届冬博会继续深化冰雪嘉年华专
区的吸引力和体验感袁为冬季运动
装备生产企业提供多种形式演示
和推介活动袁吸引买家体验尧测评
新产品曰 为大众提供真冰秀场尧仿
真冰体验尧造雪屋和仿真雪越野滑
雪等冰雪体验活动遥

北京冬奥组委副秘书长何江
海表示袁多年来袁冬博会不仅扩大
了北京冬奥会的影响力袁而且成为
野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冶 的重
要力量遥

自 2016 年起袁 冬博会由北京
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与国际数据
集团共同主办袁冬季奥林匹克项目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及 7 个
国际冬季单项体育组织协办袁得到
了北京冬奥组委尧 中国奥委会尧中
华全国体育总会的支持袁为中国冬
季运动推广发挥了重要作用遥罗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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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比赛
国际象棋项目 21 日开赛

2021 冬博会 9月在北京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