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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残奥会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9月16日
电（记者郑直 何军 姬烨）在今天进
行的里约残奥会比赛中，中国军团收
获10金8银8铜，继续在榜单领跑，单
届总奖牌数达到217枚。

当日比赛结束后，中国代表团以
94枚金牌、74枚银牌、49枚铜牌的成
绩位列金牌、奖牌双榜第一。英国以
58金33银35铜位列奖牌榜第二，乌
克兰38金33银35铜紧随其后。

由荣静、周景景与张春翠组成的
队伍在轮椅击剑女子花剑团体赛决赛
中一路领先，以45：28夺得本届残奥
会轮椅击剑项目收官战金牌。在这场
比赛之前，孙刚、叶如意、胡道亮刚刚
拿下男子花剑团体赛的冠军。

乒乓球男、女队当天分别在男团3
级与女团1－3级比赛中摘金。

在S7级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过

后，“独臂泳将”潘世云在自己本届残奥
会参加的三个项目中全部夺冠。来自
四川的黄文攀继续自己势不可当的表
现，SM3级男子150米混合泳中以2分
40秒19创造新的世界纪录并摘金，在
首次残奥之行中，21岁的他交出了5金
1银及5度创造世界纪录的成绩单。

王益楠在男子S8级50米自由泳中
为中国摘得一金，成姣在女子S4级50
米仰泳比赛中获得自己在里约的第三块
金牌并以47秒68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田径赛场上，世锦赛4金与亚残运
会5金获得者刘翠青在陪跑员徐冬林
的引领下，在女子T11级400米比赛
中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摘得她残奥会
参赛经历中的第一枚个人项目金牌。

女子复合弓个人赛决赛上演一场
“中国德比”，周佳敏以微小的优势战
胜队友林月珊夺冠。

中国军团又收10金8银8铜遥遥领跑奖牌榜

金牌逼近100 奖牌突破200

北京时间9月19日零时，意甲第
4轮将上演一场焦点大战，国际米兰
主场对阵尤文图斯，这也是本赛季意
甲鸣锣至今最重要的一场比赛。这
场意大利国家德比战，既是意甲球员
身价总值最高的两支球队的对决，也
是江苏苏宁、意大利菲亚特两大财团
的比拼。

据《转会市场》统计，尤文以3.64
亿欧元的总身价，排名意甲第一；国际
米兰以2.82亿欧元排名第二。两队身
价加起来将近6.5亿欧元。今年夏季，
尤文引进了伊瓜因、皮亚尼奇等众多
强援，虽然通过出售博格巴等方式维
持收支平衡，但买人花费1.64亿欧元
是意甲最多。江苏苏宁入主国米的第
一个夏天就大洒金钱，买人花费1.13

亿欧元居意甲第二，净投资破亿成为
意甲“烧钱之王”。如此“金钱大战”，
在现如今的意甲赛场并不多见。

这场比赛也是对国米新帅德波尔
的一次“大考”。德帅率领国米前4战仅
1胜1平2负，战绩惨淡。在本周中欧联
杯惨败后，德波尔更是压力倍增。以如
今国米的实力、近况、战术磨合程度，很
难与尤文比肩。不过足球场上一切皆
有可能，主场作战的蓝黑军团如果战术
得当，也能给尤文制造麻烦。

此战还有一个看点，那就是阿根
廷“三枪”之争。国米的伊卡尔迪以及
尤文的伊瓜因和迪瓦拉，都是状态火
热的阿根廷前锋，他们谁最适合穿阿
根廷国家队的9号球衣？此战或许能
给出一些参考。 ■ 林永成

本报椰林9月17日电（记者程范
淦 通讯员陈冰）今晚，陵水黎族自治
县雅居乐体育馆气氛热烈、热闹非
凡，2016中国（陵水）中欧乒乓球世
界冠军表演赛在此举行，来自中外的
八大乒坛明星强强对决，为现场球迷
带来一场乒球盛宴。

本次比赛邀请了中国乒乓球名
将王涛、王皓、丁松和马文革，以及瑞
典的佩尔森、德国的罗斯科夫、丹麦
的梅兹、奥地利的陈卫星等乒坛大咖
参赛，四场对阵为：马文革对梅兹、丁
松对佩尔森、王涛对罗斯科夫、王皓
对陈卫星。

晚上19时30分，在简短的开幕
式后，马文革与梅兹的对决拉开了表
演赛的序幕，双方娴熟的乒球战术和

技术展示，博得现场阵阵掌声和欢
呼，激烈的比拼为广大乒球爱好者带
来了精彩的视觉享受。最终，马文革
以2：1获胜。

在第二场对抗赛后，组委会还
安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乒乓大
战”，参赛球员只能使用迷你球拍、
带洞球拍，甚至锅铲来和现场观众
进行对垒，别致的“球拍”为现场球
迷增添了妙趣横生的观球体验。

为增强现场的观赏性和趣味
性，在比赛中场环节，组委会设
置了参赛选手与现场观众的互动
游戏，每场对抗赛结束后，球员
邀请现场观众上场“切磋”球技，
并送出亲笔签名的乒乓球、球拍
等礼品。

比赛结束后，陵水黎族自治县县
委书记麦正华还向参赛选手颁发了

“陵水荣誉市民奖”及纪念品黎锦，通
过名人效应，营造浓厚的体育文化氛
围，助力美丽陵水的体育文化往更深
层次发展。

近年来，随着大型体育场、体育
馆、游泳馆、国家羽毛球队训练基地
等体育设施的相继落成，陵水还成功
举办了全国女子自由摔跤冠军赛、羽
毛球国际挑战赛、民运会、中华龙舟
赛等重大体育赛事，为促进竞技体育
和群众体育的协调发展奠定了良好
基础。

本次比赛主题为“助力乒乓运动
发展，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本次乒
乓球冠军表演赛的成功举办，将扩大
影响陵水体育与外界的经验交流，活
跃广大群众的体育文化生活，传播全
民运动的健康理念。

本次比赛由陵水黎族自治县县
委、县政府主办，县文体局承办。

陵水举办中欧乒乓球世界冠军表演赛

八大乒坛名将精彩对决

■ 中超第25轮前瞻

战辽足，恒大又大捷？
9月 18日晚，中超第25轮将上演4场角

逐，其中广州恒大将在主场迎战辽宁宏运。面
对多年的手下败将，气势正盛的恒大有望全取
3分，逼近中超史无前例的六连冠。

目前联赛只剩6轮，恒大领先第二名苏宁6
分，六连冠看来已没有太大问题。老板许家印发
话：“再拿下3场比赛，大局基本已定。”而此场主
场与辽足之战，应该是恒大志在必得的比赛之一。

自恒大于2011赛季升入中超以来，对阵辽足
的交锋战绩是9胜2平，其中主场5战全胜。2014
赛季恒大对辽足打出两回合10：0的总比分，上赛
季的总比分则是9：2，本赛季首回合较量恒大在客
场3：0战胜辽足。恒大不仅实力远超辽足，还拥有
巨大的交手纪录优势和心理优势。辽足此番客场
作战，恐怕很难改写不胜恒大的历史。此战会不会
再出现大比分？才是更引人关注的看点。

恒大上一轮客场大胜河北华夏，他们在比
赛中展现出了令人信服的压迫力。虽然阿兰在
该场比赛出现伤情，但冯潇霆、黄博文等国脚以
及巴西国脚保利尼奥等人均保持着出色状态。
本周的补赛中，辽足输给国安后，积分停滞在
29分，未能实现提前上岸的目标。不过，即使
辽足本轮没能抢到分数，他们的保级形势仍然
较为有利。本轮过后辽足将对阵延边、力帆等
球队，涨分的机会大大的有。 ■ 林永成

千人骑行助力环岛赛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记者王黎刚）2016

环岛赛系列预热活动“917 绿色出行就要骑”公
益骑行活动今天在海口观澜湖新城举行，省内千
余名骑友参加。本届公益骑行活动路线起终点
均设在海口观澜湖新城，路线全长11.7公里，此
次活动意在推动全民健身、鼓励市民绿色出行。

副省长王路出席活动，并和千余名骑友一
道出发，用实际行动支持绿色出行。

海南众多商家以及社会机构也纷纷参与到
活动之中，用实际行动为公益出力。环岛赛组
委会副主任、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副厅长杨
毅光说：“11年来，环岛赛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
力也不断提高。力量越大，责任越大，因此，从
第10届环岛赛开始，组委会将赛事预热推广与
推进全民健身、倡导绿色出行以及公益环保相
融合，在每年的9月22日世界无车日前夕，组
织绿色出行、健康生活的公益骑行活动。令人
欣喜的是，今年的活动吸引了一批支持环保公
益事业和健康生活理念企业和机构参与，这也
意味着整个社会群体对生态环境的重视”。

在女子T11级400米比赛中，中国选手刘翠青（右）和领跑员徐冬林率先冲过终点。 新华社发

意甲第4轮国米明晨战尤文

身价6.5亿欧元的对决

相关链接

专题 主编：符王润 美编：王凤龙

为充分展示全域旅游背景下的海
口之美，加大海口旅游形象及产品的宣
传推广力度，9月17日，海口市旅游发
展委员会组织了由海南酷秀集团等旅
游企业组成的海口旅游促销团，在广东
省深圳市举办主题为“十一”自游海口
——2016年海口国庆旅游推介会，为
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旅游宣传造势，继
续开拓深挖珠三角客源市场。

瞄准加班族群体
既卖产品更卖“鸡汤”

“当别人在海口观澜湖打完一场
火山石上的高尔夫，准备畅享五大洲
风格的石矿温泉之时，你刚刚挤进上
班的地铁……”

在深圳举办国庆旅游推介会之前，
海口市旅游委借力微信平台，化身为

“全国加班关爱委员会”的一员，发出了
一封致“加班汪”的公开信，卖起了美丽
风光的“心灵鸡汤”，邀请珠三角地区的
金领、白领、蓝领等放下手头的工作，到
海口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每一次旅游推介都是一次精准
营销。我们此次珠三角推介会的目标
群体是加班一族。”海口市旅游委相关
负责人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是很
多职场人的梦想，尤其是节奏繁忙的

国际大都市深圳。这次针对珠三角的
旅游营销，海口将加班族做为互动传
播的切入点，向深圳及珠三角地区的
公众充分展示海口的温泉海岸、海上
森林、火山奇观、椰风海韵、热带动植
物、高尔夫游艇、海鲜美食等旅游资源
时，更加侧重宣传其对释压与心灵正
能量的补充作用，用以吸引意向客户
群体，进行精准营销。

预热国庆旅游
深入挖掘珠三角客源市场

在当天的推介会现场，以“十一”

产品为卖点，主办方精心设计了“穿
越”体验区，到场的深圳市民通过穿越
海口大转盘、椰子人带你穿越游海口、
海口有礼等互动环节，体验了一把跨
越时空的海口穿越之旅。在过了一把
游戏瘾之后，许多深圳市民纷纷表示，
海口是理想的国庆长假旅游目的地，
有机会一定会去逛一趟百年老街，登
一次火山，品一次最海南味，醉一次海
岛乡村游。

“珠三角是海口最重要的旅游客
源市场之一，这次活动的举办地之所
以锁定在深圳，是我们结合了大数据
分析之后做出的选择。”海口市旅游委
相关负责人说，深圳经济发达、人均收

入水平高，是珠三角地区一个特殊的
区域连接点，可以辐射整个珠三角地
区。珠三角地区是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旅游组织竞相争夺的市场，有着巨大
的消费潜力。今年5月，琼粤两省就
琼州海峡港航一体化达成共识，同时
还将共同推进湛江至海口高铁项目。
借此机会，海口将着手打造一个与珠
三角地区域紧密联系的交通体系，形
成区域合作和客源互送，而由此催生
出的区域旅游经济带，将带来旅游的
新一轮长效增长。“在国庆前夕来到深
圳举办旅游推介会，可以加强与泛珠
三角区城市之间的旅游交流与合作。”
海口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说，面对这

样一个有相当消费能力的客源市场及
其需求，“海口一直在努力，不断将业
态做优、设施做强、产品做足，倒逼自
己做得更好，为深挖珠三角客源市场
增加底气。”

参加推介活动的深圳旅游部门相
关负责人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的优
势，携手推动深圳与海口的旅游交流
合作，共谋旅游发展新思路，共建旅游
合作新平台，在全域旅游的发展机遇
下，共促区域旅游大发展、大提升。

携手腾讯
开启全国线上推广

除了在深圳举办现场旅游推介会
以外，为了扩大全国营销宣传的声势，
此次海口市旅游委还联合腾讯公司开
启了针对都市白领及加班一族的多渠
道、广覆盖面的互动营销推广。

据了解，腾讯开发的“当加班重
灾区遇见免费悠闲假期”为主题的移
动端互动H5活动即将上线。用户在
H5活动页面了解活动信息后，输入
自己加班的办公场所及联系电话，提
交后将有机会赢取免费游海口的机
会。届时，3位幸运“加班汪”的海口
悠闲假期将在腾讯平台全程直播，为
海口成为“实现普通人的幸福梦”城
市代言。

海口举办旅游推介会向珠三角游客发出邀请——

国庆，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五大促销套餐
邀“老广”下海口

为了邀请更多广东珠三角地区游客国庆
期间来海口旅游，海口市旅游委联合海南酷
秀集团发布了五大假日优惠套餐：

1、乐在体验亲子游产品——跟熊结伴、
与浪共舞

产品包含：泰迪熊博物馆、银河星战、观
澜湖自助餐、新城矿泉音乐表演，产品价格：
210元/人。

2、激情时尚双人情侣游
产品包含：骑楼风情街、高尔夫体验、海

口特色下午茶、海口火山口地质公园、观澜湖
骑行，产品价格：130元/人。

3、团队大Party
产品包含：5D影院、电影公社双街门票、

海口野生动植物园，产品价格：140元/人。
4、闺蜜游
产品包含：骑楼老街、5D互动电影院、电

影公社双街门票、泰迪熊博物馆（韩服体验）、
特色下午茶，产品价格：148元/人。

5、家庭大套餐
产品包含：骑楼老街、5D互动影院、电影

公社双街门票、海口野生动植物园、海口火山
口地质公园，产品价格：169元/人。

五大套餐购买平台：http://www.cool-
show.com/Article/168

今天的旅游推介会上，海口市旅
游发展委员会、海南酷秀集团美景秀
同美团网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根据
协议，三方将依托各自在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等领域的领先优势，开展全
方位、深层次的战略合作，建立全域旅
游沟通机制，共同推进海口“互联网+
全域旅游”建设进程。

酷秀集团负责人说，此次签约合
作有助于海口在全域旅游大数据合作
的探索，加快促进全域旅游产业业态
创新、发展模式变革、服务效能提高，

进一步推动全域旅游业转型升级和提
质增效。据介绍，酷秀集团将利用全域
旅游数据资源和相关数据接口的开放
和共享，为各级旅游管理机构和旅游

企业提供覆盖旅游全生命周期的大数
据解决方案，提高海口全域旅游信息
化发展水平，大力推动琼粤两地的合
作与发展。（本版图文/眉眉 钟礼元）

海口旅游委、海南酷秀与美团网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海口深入推进“互联网+全域旅游”

推
介
会
现
场
，浓
郁
的
海
岛

风
情
吸
引
了
众
多
市
民
。

一些随父母参加推介会的孩子在体验高尔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