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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3日 中国奥委会正式致
函国际奥委会，提名北京市为2022年冬奥会
的申办城市。北京市、河北省张家口市联合申
办2022年冬奥会，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

2014年3月14日 国际奥委会宣布，中
国北京、波兰克拉科夫、挪威奥斯陆、哈萨克斯
坦阿拉木图和乌克兰利沃夫5个城市正式申
办2022年冬奥会。

2014年7月7日 国际奥委会宣布，中
国北京与挪威奥斯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三座城市正式入围2022年冬奥会候选城市。

2014年7月31日 北京2022年冬奥申
委官方网站（http：／／www。beijing－
2022。cn）正式开通。

2014年8月1日 以中国书法“冬”字为
创作主体的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标识，
在北京冬奥申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正式亮相。

2014年8月1日 北京冬奥申委召开
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全力以赴、
开拓创新、齐心协力、只争朝夕，奋力完成好申
办工作，力争获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

2014年8月26日 北京2022年冬奥
申委赞助企业签约仪式举行，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成为2022年冬奥申委
赞助企业。

2014年10月1日 挪威奥斯陆在当地
时间1日正式退出申办2022年冬奥会，候选
城市只剩下北京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

2014年11月1日 北京申办2022年
冬奥会宣传片正式推出。“万里长城万里长，
长城内外是故乡”，伴随着《长城谣》优美的
旋律，长城内外飘下了雪花，规划用于举办
冬奥会的鸟巢、水立方等场馆群的画面在宣
传片中一一亮相。

2014年12月上旬 北京申办2022年
冬奥会的所有场馆全部获得国际冬季体育
单项组织的认证。

2014年12月9日 北京申办2022年
冬奥会宣传片《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在
意大利米兰当地时间8日晚闭幕的第32届
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上荣获体育短片单
元金花环大奖。

2014年12月25日 曾经执导北京申
办2008年奥运会宣传片的我国著名电影导
演张艺谋，正式以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
主宣传片总导演的身份亮相。

2015年1月6日 北京冬奥申委在瑞
士洛桑向国际奥委会提交2022年冬奥会
《申办报告》。

■ 新华社记者 林德韧

1 月 6 日，北京冬奥申委向国际
奥委会递交了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

《申办报告》，递交《申办报告》是申奥
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意味着北
京、张家口申办冬奥会又向前跨出坚
实一步。目前，盼望北京成功的呼声
很高，但并不说明 2022 年冬奥会距
离中国仅有“一步之遥”。当前的任
务依然艰巨，未来的工作依然繁重。

国际奥委会将在今年7月31日投

票决定2022年冬奥会举办城市。在未
来的7个月，北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
多：3月下旬，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就将
来到北京，对申办工作进行考察，此后
北京冬奥申委还需要向国际奥林匹克
大家庭成员进行数次陈述，北京需要
用科学的理念和切实的行动说服国际
奥委会委员。可以说，留给北京、张家
口的申奥准备时间并不充裕，总部工
作人员仅有100多人的北京冬奥申委，
也面临着空前的压力。

冬奥会的项目数量和规模虽然

不及夏季奥运会，但对场地、服务、配
套设施的要求更高。虽然北京成功
举办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但北京在
举办冬季综合性运动会，尤其是世界
性冬季综合性运动会方面经验还不
算多。在为世界留下一个无与伦比
的夏季奥运会之后，北京将承受外界
更高的期望值和更苛刻的评价标准。

申办冬奥会是一项极其复杂而
艰巨的任务，北京冬奥申委已经出色
地走完了第一步，但以后的路，还很
长。

新华社洛桑1月6日电（记
者张寒、张淼）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申办委员会代表团6日上
午走进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奥
委会总部，按时提交了《申办报
告》。

申办城市向国际奥委会提交
《申办报告》是申奥过程中的重要
里程碑，意味着申办工作进入了
新的阶段。

当地时间上午 11点，在国
际奥委会总部顾拜旦厅，中国
奥委会主席刘鹏向国际奥委会
奥运会部主任杜比递交了承诺
书，北京冬奥申委主席北京市
市长王安顺向国际奥委会申办
城市关系处主任巴雷特递交了
《申办报告》，表明了北京对成
功举办2022年冬奥会的信心和
决心。

作为申奥程序中的重要
法律文件，北京冬奥申委递交
的这份《申办报告》共 3 卷 14
个主题，回答了国际奥委会提
出的 192 个问题，涉及北京联
合张家口申办 2022 年冬奥会
的理念、愿景、场馆、赛事组
织、安保、媒体运行等内容和
冬奥会从筹办到举办的方方
面面，将是国际奥委会今年 3
月派出评估团前来考察、7 月
31 日国际奥委会第 128 次全
会投票确定举办城市的重要
依据。

报告中文稿约 11.5 万字，
选配图片120余张，地图、示意
图、规划效果图 40 余张，这还
不包括单独报送的附件中，保
证书154份，地图30余张，以及
电子版地图、表格和财务预算
说明等。

北京冬奥申委副主席张建
东说，《申办报告》凝结着申办
城市和中国社会各界的心血和
智慧。副秘书长、新闻宣传部
部长王惠介绍说，《申办报告》
的所有陈述、说明和其他承诺
都具有法律约束力，每句话都
是北京对国际奥委会的正式承
诺。

提交《申办报告》后，北京冬
奥申委代表团与国际奥委会官员
进行了会晤。

北京冬奥申委提交申办报告
意味着申办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申办冬奥，并非只有“一步之遥”

北京申办
2022年冬奥会大事记

国足小组出线有难度
亚洲杯足球赛前瞻

25人的骑行队伍，从海口出发，途
经文昌、万宁、三亚、东方、儋州、澄迈，利
用11天时间环海南岛骑行，全程918公
里。这支队伍是来自厦门市老体协骑游
队，他们的平均年龄是63.8岁，年龄最大
的是83岁。该队队长王火团说，来海南
骑行的感觉非常美妙，海南风光旖旎，气
候好，非常适合老年人骑行。

王火团说，我们一边骑行，一边游
览海南美景，一点都不觉得累。此外，
海南人民特别热情，当他们经过黎村苗
寨的时候，那里的村民还给他们送水
喝，热情款待他们。环海南骑行虽然非

常开心，但在骑行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
难。比如在陵水的牛岭一带坡比较陡、
儋州丘陵地，都给他们骑行带来难度。
同时，在环海南骑行过程中，团队破胎
22个，还遇到风雨天气，但都无法阻挡
他们继续前行的步伐。

“我们每天骑行平均约90公里，但
看着两排的椰子树，心情会特别好。”70
岁的张慧敏说，她也曾经去国内其他地
方骑行过，但来到海南骑行感受不一
样，这里一路都有风景看，不会那么单
调。在她眼中，海南岛的美是沿途郁郁
葱葱的绿色和无敌的海景。她说：“我

们的队伍中有5个人超过70岁，有3位
女同胞都没有长途骑行的经验，还有一
对爷孙俩。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在海
南度过了十分难忘的11天。”

“海南变化太大了，高楼大厦，景色迷
人。”83岁的骑行老人高贤锴兴奋地说。

2013年，高贤锴被国内权威杂志评
为“中华骑行达人”，他骑行的足迹遍布
中国的大江南北，骑行总里程达6万多
公里。老高说：“这次环游海南岛，大家
都很关心我，怕我掉队，所以都陪着我慢
慢骑。骑行的队伍分成快、中、慢三级梯
队，大家互相扶持，不让任何一个人掉

队。这不是我第一次来海南岛，早在二
十多年前，我就来过海南。建省之后的
海南变化太大了。城市里到处都是高楼
大厦，田间地头，自然生态又保持那么完
好，真的是美不胜收，这一路让我大饱眼
福，真想把海南的美打包带走。”

对于第一次环海南骑行的感觉，高
贤锴表示，虽然一路上跟着大部队有点
吃力，但还是很开心，没有想象中那么
累。他说，海南的道路比较平，空气又
好，气候宜人，一年四季都可以骑行，非
常适合老年人来骑行。
本报记者 王黎刚（本报海口1月6日讯）

主帅佩兰希望国足以“亚洲杯
小组第一身份出线”，在不少球迷看来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足能小组
出线就算完成任务了。

佩兰赛前的豪言显示了一名
职业教练应有的胆识和魄力，但
国足的实力目前的确不敢让人恭
维。中国队已连续两届亚洲杯未
能小组出线，连续3届世界杯不仅

打不进决赛圈，连亚洲区预选赛的
最后一轮都进不去。B组的3个对手个
个来者不善，中国队更容易被同组的沙
特、乌兹别克斯坦看做是抢分的“软柿
子”。比起“神秘之师”朝鲜队，我们也
不占优势。对于以年轻队员为主的国
足来说，低调踢好每一场比赛才是最关
键的。

从近期交锋记录看，沙特和乌兹别
克斯坦都是让中国队特别头疼的对
手。自1997年十强赛后，中国队在各类
比赛中还从未赢过“西亚狼”沙特队；他
们在2000年以来的两场友谊赛中都负
于对手，在去年的亚洲杯预选赛上则是

一平一负。这预示着中国队的亚洲杯
首战将极为艰难，球队上下必须在战术
上做足准备，做出最理性的战术安排，
避免动摇军心的“开门黑”。

再说“中亚狼”乌兹别克斯坦队也
是国足的苦主，中国队在2007、2011年
两场友谊赛中曾击败对手，但在前两届
亚洲杯小组赛中一平一负，而所有A级
赛事中为3胜1平5负，处于下风。

同组的另外一个对手朝鲜——中
国国奥队虽在仁川完败于对手，但国家
队层面，中国队在2000年后的全部4次
交锋中（全为友谊赛）3胜1负。不过，
考虑到朝鲜打入了南非世界杯，一向以
强硬的防守著称，且友谊赛参考价值不
大，整体实力对比，中国队难言优势。

对手实力在我队之上这是不争的
事实，但绝非在比赛中我们没有机会。
面对场场都是硬仗的考验，国足队员唯
有以100％的投入度、每一分钟高度集
中的注意力、赛前更衣室统一的信念、
拼满全场的体能和意志力、不打折扣地
贯彻教练战术，才有可能拼出不错的场

面，毕竟足球是靠实力说话的。
国足近期的状态不错，球员们在主

帅佩兰的调教下凝聚力大增。6胜5平
1负的热身赛成绩，让国足的信心得到
了提升。特别是在对约旦、巴拉圭、新
西兰等队时，国足在极其被动、一度被
围攻的局面下，显示出不错的抗压能
力。 本报记者 王黎刚

WTA深圳赛

郑赛赛晋级八强
新华社深圳1月6日电（记者郑直 王浩明）总奖

金额达到50万美元的WTA深圳网球公开赛6日展开
单打第二轮争夺，2号种子科维托娃仅用时62分钟就
以6：1、6：2轻松取胜，而硕果仅存的“金花”郑赛赛也
在三盘苦战后晋级八强。

在5日彭帅出局后，世界排名第97位的郑赛赛成
为8强中的唯一一朵“中国金花”。

连续两轮在第三盘比赛中取胜，赛后的郑赛赛也
不禁感叹：“又打了一个三盘，每次都是第一盘打得不
错，后来就打得不专注。”不过她还是表示：“打到三
盘就说明自己有机会赢嘛，所以也要好好恢复一下体
力，很开心能进入八强。”

约旦王子阿里
竞选国际足联主席

据新华社日内瓦1月6日电 正在谋
求连任的国际足联现主席布拉特遇到了
挑战者，现年39岁的国际足联副主席、约
旦王子阿里·本·阿尔·侯赛因6日正式宣
布参与竞选国际足联下任主席。

现年79岁的布拉特已经在国际足联
主席的职位上连任了4届，而阿里这次的
竞选口号是“现在到了该改变的时候”。

阿里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表示：“这
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我也经过了
深思熟虑。在过去的几个月，我跟国际
足联的同事们进行了很多讨论。我不断
地听到一些呼声，那就是现在是时候做
出改变了。”有媒体报道，阿里的竞选得
到了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的支持。

作为布拉特最有威胁的潜在竞争
者，普拉蒂尼去年宣布不会参与竞选。
在阿里宣布竞选之后，他的发言人表示
普拉蒂尼对这个决定“很高兴”。国际
足联主席办公室目前并没有针对此事
表明态度。

厦门老体协骑游队老当益壮
11天环海南岛骑行，全程918公里，队员平均年龄63岁

1月5日，在NBA常规赛中，公牛队主场以114比
105战胜火箭队。图为公牛队球员罗斯（右）在比赛中
突破上篮。 新华社发

NBA常规赛：公牛胜火箭

CBA联赛拟建立
“黑名单”制度

据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中国篮球协会消息，
中国篮协1月 5日在北京召开了2014－2015赛季
CBA联赛裁判员工作小结会，会上研究了加强和细化
联赛赛场管理的办法，拟建立“黑名单”制度。

哪些人可列入“黑名单”？讨论中大家认为，在联
赛中，已经被判罚过夺权犯规或曾被联赛追加纪律处
罚的运动员、教练员及球队席人员（以下简称人员）；
经常使用伸腿、封眼、挑衅等坏动作、脏动作、伤人动
作，用粗俗语言谩骂、指责、污辱裁判员、记录台工作
人员或对手，多次被判违体犯规或技术犯规的人员，
应被列入“黑名单”。被列入“黑名单”的人员，将在裁
判办公室记录在案，并及时向有关俱乐部通报。在以
后的所有比赛中，裁判办公室将提示裁判员把其作为
重点进行赛风赛纪管理。一旦再犯，将按照联赛纪律
处罚规定的上限进行从严处罚。

杰拉德梅开二度
帮助利物浦晋级足总杯第四轮

新华社伦敦1月5日电 英格兰足
总杯第三轮当地时间5日进行了两场比
赛。此前宣布赛季后将会离队的杰拉
德迎来爆发，打入两球帮助利物浦队2：
1客场击败温布尔登队。伯恩利队与托
特纳姆热刺队1：1握手言和，两队将择
日重赛。

温布尔登与利物浦队渊源颇深。
作为上世纪80年代英格兰足坛最大的
黑马，温布尔登被称为“狂帮”，并在
1988年足总杯决赛中1：0击败当时不
可一世的利物浦，书写奇迹。只可惜目
前的温布尔登已不是当年的“狂帮”。
因为无法找到球场，球队搬迁并更名为
米尔顿·凯恩斯队。原先温布尔登队的
死忠球迷新建了一个俱乐部，并买回原
俱乐部队徽，重新扬起“狂帮”的旗帜。
新生的温布尔登从第九级联赛打起，过
去九年内五次升级，而本场比赛也是他
们首次闯入足总杯第三轮。

国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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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女排无缘四强
创14年联赛最差战绩

新华社天津1月6日电 6日，女排联赛第二阶段
（八强赛）最后一轮，“九冠王”天津女排迎来卫冕冠军
浙江女排的挑战，终因实力差距明显以0：3完败。三
局的比分为16：25、18：25、15：25。

至此，天津女排以联赛第七名的成绩结束了本赛
季的征程。这是天津队自2001－2002赛季以来，首
次无缘四强。

赢球的浙江女排则顺利晋级四强，她们将在半决
赛中对阵八一女排。

津浙之战，浙江队全方位压制了天津队，发球更
有冲击力，不仅破坏对方一传，更多次通过发球直接
得分。浙江队网上优势也更明显，多次拦死天津队主
攻陈丽怡和内索维奇在4号位的强攻。另外，浙江队
的防守也更有层次，防守反击打得有声有色。

相比之下，今年实力下降的天津队此轮派上年轻
队员刘立雯、于鋆炜担纲主力，全队配合不够默契，打
不出以往那种依靠整体的快变打法。

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赛后说：“今年我们遇到
很大困难，成绩不理想，希望球迷理解，但我们会继续
努力，明年再战。”

上下图为北京申
办冬奥会宣传片

1月6日，在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顾拜旦厅，中国奥委会主席刘鹏（左）向
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主任杜比递交承诺书。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