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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老城4月10日电（记者程
范淦 见习记者陈卓斌）今天下午，
备受关注的亚洲首度人工智能与真
人对打的扑克大赛——“‘冷扑大
师’（Libratus扑克机器人）VS中国
龙之队”扑克巅峰表演赛在海南生
态软件园收官，最终“冷扑大师”以
792327总记分牌的战绩获胜，赢得
200万元奖金。

据了解，在人机大战中，中国龙
之队总体分数完败，但也有亮点。在
54场角逐中（6位选手，每人9场），
人类牌手总共战胜“冷扑大师”达21

场，胜率接近39%。其中，“中国龙之
队”牌手童舟所获最好成绩远超之前
参赛的美国职业选手，牌手许朝军在
与“冷扑大师”的9场较量中也取得
了6场胜绩。

发起本次赛事的创新工场CEO
（首席执行官）兼人工智能工程院院长
李开复博士表示，这场极具里程碑意
义的比赛，证实人工智能已从完美信
息的“AlphaGo”（一款著名的围棋人
工智能程序），延伸到了不完美信息的

“冷扑大师”，人机对战已基本没有悬
念，“下一步，我们应该把对人工智能

的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商业领域，并
使其在金融、医疗、教育等领域更好地
产生商业价值，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据介绍，相比“AlphaGo”，“冷
扑大师”的突破之处在于其并不需要
提前储备和记忆大量资料，而是从零
开始、边打边学，通过博弈论来衡量
和选取最优的对抗策略。在吸收了
牌手们的智慧和技巧后，“冷扑大师”
在赛事后程技艺更为精进，愈加让人
类牌手难以抵挡。

据悉，今天下午，前来参加人机
大战名人体验赛的凤凰电视台主持

人许戈辉准备与“冷扑大师”一较高
下。在她看来，人工智能具备遇强则
强的特点，“作为业余牌手，也许我们
可以‘乱拳打死老师父’，成为人类对
抗人工智能的最后一根稻草。”

本次赛事由海南生态软件园
与创新工场联合主办。“冷扑
大师”则为卡内基梅隆
大学相关团队耗
时 5 年 所 研
发，经由美国
匹兹堡超级计
算机中心对资

源进行远程调度和运算，“冷扑大师”
能够与人类牌手完成日均10小时的
激烈对抗并实现快速成长。

亚洲首度德州扑克人机大战收官

“冷扑大师”胜“中国龙之队”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记者王
黎刚）“我爱足球”民间争霸赛（海南
赛区）暨第13届全运会笼式足球海
南选拔赛（五人制）昨天落幕，我省选
拔出了优秀球员组成海南队，参加全
运会笼式足球预赛。省足协相关负
责人表示，海南笼式足球队的目标是
在预赛中踢出小快灵的技战术风格，
力争获得全运会的入场券。

海南男队将以三亚国兴猎豹队
和海南佳宁娜红色战车队为班底组
建，海南女队将以琼中队和琼中中
学队为班底组建。海南的职业足球
发展较晚，去年海南才诞生了建省
后的第一支职业队。不过，海南的
业余五人制足球基础较好，特别是
最近二三年发展迅猛。海口和三亚
这一南一北两座城市目前有50多

个五人制足球场，这些球场每天傍
晚或双休日都爆满，球员的年龄从
八九岁到六十多岁。

这几年，我省经常举行一些规
模不等的五人制比赛，海南的五人
制足球队在这些比赛中提高了技战
术水平。其中，全国性的“我爱足
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海南赛区
的比赛两次上演。今年，该项比赛
的总决赛在海口举行。海南佳宁娜
红色战车队夺得了冠军，这也是海
南建省后夺得的第一个全国业余足
球赛的冠军。海南佳宁娜红色战车
队夺冠，说明海南业余五人制足球
的水平在国内并不落后。

按第13届全国运动会群众比赛
笼式足球竞赛规程规定，男子五人制
社会组年龄为2001年12月31日以

前出生；女子五人制社会组年龄不
限。曾在2016至2017年赛季中国
足协注册过的职业（中超、中甲、中
乙、女超、女甲）、青少年竞技系
列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
这个规定杜绝了当
打之年的职业球员
和职业队的梯队球
员参赛，对尚处于职
业足球起步阶段的
海南有利。

第13届全运会
笼式足球设7个预赛
赛区，海南与福建、广
东、广西分在一个赛
区。每个赛区的第一
名晋级决赛，预赛下
月举行。

选拔优秀队员入队 力争获得入场券

海南笼式足球队角逐全运预赛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记者王
黎刚）经过两天的角逐，2016 年
VICTOR双雄会全国业余羽毛球双
打混合团体邀请赛海口站比赛，今
天在海口奥飞恒温羽毛球馆收拍。
恒瑞祥俱乐部超能队、恒瑞祥俱乐
部青年队和恒瑞祥俱乐部精英队分
获公开组、甲组和乙组的冠军。

省内39支羽毛球队的700多人
参赛，比赛分为公开组、甲组（35岁以
下）和乙组（35岁—45周岁）3个组
别。获得3个组别冠军的球队，将代

表海南参加今年10月份在南京进行
的总决赛。

本次比赛的公开组、甲组、乙组
比赛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
根据报名队数分若干小组进行单循
环比赛。第二阶段各小组前2名进
行交叉淘汰赛，决出前8名。团体赛
出场顺序为第一男双、混合双打、第
二男双。

为了让比赛更加精彩激烈，每
场团体赛根据3场比赛（男双、混合、
男双）总净胜分数决定胜负，总得分

多于总失分的队获胜。如果总得分
和总失分相同，3场比赛中获得2场
胜利的球队列前。前3名将分别获
得价值 12000 元、8000 元和 4000
元的奖品。

该项比赛2011年开始举办，今
年是第7届比赛。比赛的分站赛由
20站增至24站，为国内更多的羽毛
球爱好者提供了技术交流的平台。

本次比赛由江苏维克多体育用
品有限公司主办，海口市羽毛球协
会和奥飞恒温羽毛球馆协办。

全国业余羽球双打混合团体赛
海口站收拍

新华社青岛4月10日电（记者
张旭东、张薇、周欣）奥运冠军孙杨10
日在青岛举行的2017年全国游泳冠
军赛男子400米自由泳比赛中轻松夺
冠。赛后他表示，自奥运会后就一直
在恢复状态，在这么短时间有这样的
成绩还比较满意。

当日，代表浙江队出战的孙杨
在男子400米自由泳预赛中以3分
47 秒 95 独占鳌头，轻松晋级决
赛。18 时，该项目决赛率先打响，
孙杨一出场就赢得全场观众的欢
呼声。他被排在第四道，赛程过半

后，孙杨就已经超出第二名将近一
个身位。最终，他以3分42秒16轻
松夺冠。

赛后，孙杨说：“对这个成绩还比
较满意，在预期之内，3 分 43 秒左
右。我也在关注澳大利亚全国游泳锦
标赛，争取比他们的成绩好，现在大家
都在为世锦赛做准备。”

谈到冬训时，孙杨说，冬训其实很
苦，他的身体不是很好。因为胃不舒
服，吃药吃了两个星期。

孙杨将参加此次全国游泳冠军赛
6个项目的比赛。当被问及是否当日

对实力有所保存时，孙杨说，其实奥运
会后一直在保存实力，做一些很简单
的训练。恢复状态的时间并不是太
长，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这样的成绩
还比较满意。“这段时间感谢我的教练
和支持我的粉丝，希望有好的表现回
报他们。”他说。

孙杨介绍，在冬训期间，每天作
息非常规律。大概早上四点五十起
来，吃点东西就去训练，八点多吃早
饭，做完治疗后，吃点东西休息一下，
下午继续训练，晚上吃完饭要九点多
十点钟。

问鼎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400米自由泳

孙杨：恢复时间不长 对成绩满意

■ 新华社记者 王恒志

2016－2017赛季CBA联赛已经
落下大幕，新疆队夺得球队历史首个
总冠军，新疆多年来持续的高投入终
于取得了“回报”。不过更令人关注的
是这个赛季后CBA将迎来全新的商
务周期，在CBA公司已经成立的当
下，新合同被各方寄予“厚望”，联赛和
CBA球队的价值势必会“水涨船高”，
大多数CBA球队多年来亏损越来越
大的局面也或将得到缓解。

当中超去年卖出5年80亿版权
之后，关于CBA能卖多少钱的猜想就

没有停止过。在以往“不景气”的日子
里，无论是和盈方还是李宁，篮协一直
都是“打包式”签订合同，将几乎所有
权益拱手送出，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当然
无可厚非，对CBA联赛的发展也起了
巨大推动作用。过去十二年中国篮协
都是和盈方公司签订的商务开发合同，
上一个五年周期里金额为每年3.36亿
元，这在2012年确实堪称“天价”。

但在如今的大环境下，显然CBA
公司不会“重蹈覆辙”，再加上各家俱
乐部也都认为属于自己的权益太少，
因此变革势在必行。据悉未来CBA
公司将独立开展商业赞助、媒体版权

等相关开发内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媒体版权这块大“蛋糕”。目前
CBA 是中国本土最大的赛事 IP 之
一，近几个赛季联赛关注度逐步提
高，多地球市火爆一票难求，无论是
收视率还是观众人数都在不断提高，
业内普遍认为CBA媒体版权或将卖
到50亿元甚至更高，再加上其他商业
收入，未来五年联赛商业收入或将达
到上百亿元。

这对俱乐部而言无疑是重大利
好，虽然这几个赛季的联赛打得红红
火火，但对CBA俱乐部而言，俱乐部
如何将自己的价值“兑现”却一直是一

个难题，由于绝大多数商务开发权都
不在俱乐部手里，目前其收入来源主
要包括联赛分成、球队冠名和门票收
入三块，其中联赛分成约1000多万
元，冠名收入一般在千万上下，门票收
入则呈现冷热不一的情况，不少成绩
一般的球队门票收入只能用惨淡来形
容。而与之相对的是，过去几个赛季，
CBA俱乐部的投入越来越高，数千万
投资已是“标配”，绝大多数俱乐部年
年亏损，而且“窟窿”越来越大。

随着新商务周期的到来，这一切
很可能会发生彻底的变化，在这样的
预期下，CBA联赛和俱乐部的价值进

一步提高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
CBA公司可以更加职业地运营联赛，
以保证这一顶级IP的价值良性增长，
另一方面，在新的收入预期体系中，俱
乐部每年的分成或将达到数千万元，
这已经和不少球队目前的投入相差不
多，再加上冠名、其他商务权益等收
入，说不定从下赛季起，多数俱乐部
要开始从处心积虑考虑怎么省钱赚
钱变成考虑怎么合理花钱，以提高球
队的水平和俱乐部的专业性，从而提
高整个联赛的水平和观赏性，同时将
俱乐部打造成更具价值的真正体育
核心IP。 （新华社南京4月10日电）

CBA联赛未来价值几何

浦和红钻VS 上海上港
（18：30 CCTV5+直播）

江苏苏宁VS大阪钢巴
（19：35 CCTV5 直播）

据新华社南京4月10日电（记者王恒志）
江苏苏宁易购队将于11日在江苏南京奥体中
心主场和日本大阪钢巴队展开亚冠第四轮的较
量，已经取得三连胜的苏宁距离出线只有一步
之遥，主帅崔龙洙10日表示，比赛会十分艰苦，
但相信队员们能应对比赛中的困难，希望在主
场献给球迷一份出线大礼。

本赛季苏宁在中超和亚冠赛场的战绩堪称
冰火两重天，中超四轮他们3负1平排名垫底，
但在亚冠赛场上他们豪取三连胜，仅需1分就
能确保一个小组出线席位。对此崔龙洙说：“赛
季初期，尤其是联赛和亚冠双线作战情况下，轮
换、伤病、停赛的情况都在所难免，每个赛季初
期参加亚冠的球队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
的队员们在亚冠比赛中表现出了高度的专注，
并通过全队努力取得了目前不错的结果。至于
联赛，我们也一直在找反弹的节点，相信会尽快
找到属于我们的转折，希望通过全队的努力和
团结一致，球队会越来越好。”

江苏队主帅崔龙洙：

目标主场亚冠出线

据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记者王镜宇、
沈楠）记者从10日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代表目前人类围棋最高水平的中国棋手柯
洁九段和围棋人工智能程序“阿尔法狗”（Al-
phaGo，直译阿尔法围棋）将于今年5月23日
至27日在浙江乌镇展开三番棋对决，胜者奖金
为150万美元。

去年在韩国进行的“人机大战”中，由
DeepMind团队研发的“阿尔法狗”出人意料
地以4：1战胜了韩国著名棋手李世石九段。不
过，很多围棋界人士认为，19岁的中国棋手柯
洁更能代表目前人类棋手的最高水平。因此，
本次比赛也被视为人类顶尖高手与围棋人工智
能程序的终极之战。

与上次李世石参与的“人机大战”不同的
是，这次对抗由五番棋改为三番棋，比赛常规用
时由2小时增加为3小时，另外保留5次1分钟
读秒。很多专业棋手认为，相对长一些的常规
用时对人类棋手稍稍有利一些。

如果柯洁在三番棋中失利，也将拿到30万
美元的出场费。

柯洁决战“阿尔法狗”
胜者奖金150万美元

据新华社奥古斯塔4月9日电（记者李博
闻）第81届美国大师赛9日落幕，第74次参加
大满贯赛事的37岁西班牙球手塞尔吉奥·加西
亚终于打破了大满贯冠军荒，通过加洞赛战胜
了里约奥运会冠军贾斯汀·罗斯，披上了象征最
高荣耀的绿夹克。

加西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高尔夫球手
之一，拥有9个美巡赛冠军及12个欧巡赛冠军。

“在我所有大满贯赛事的经历中，从来没有
像今天如此冷静。即便当我吞下柏忌的时候，
我也非常冷静。我首次以业余球员身份来到这
里的时候，就认为总有一天会在这里拿下一次
冠军。虽然在过去一段时间我的信心有了动
摇，但这两年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尝试学会去接
受。今天能够在这里获得我人生的第一个大满
贯冠军，真是太棒了。”加西亚说。

高球老将加西亚夺得
第81届美国大师赛冠军

据新华社惠灵顿4月10日电 2017年男子
冰球世锦赛乙级B组10日在新西兰展开了最
后一轮的争夺，中国队4：3战胜墨西哥队，本次
比赛五战全胜，顺利升入乙级A组。

男子冰球世锦赛是国际冰联主办的国际顶
级赛事，共分为最高组、甲级、乙级、丙级等级
别，其中甲、乙级又分为A、B组。本次乙级B
组比赛实行单循环制，积分最高的队伍将升至
乙级A组，处在乙级B组的中国队五战全胜，获
得升组资格。

中国男子冰球队曾在2015年成功升入冰
球世锦赛乙级A组，不过在2016年战绩不算理
想，以五战五负、小组垫底的成绩降回乙级B组。

男子冰球世锦赛五战全胜

中国队升入乙级A组

孙杨

⬆ 10日，人机巅
峰对决在海南生态软件
园正式结束。图为人机
大战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第13届全运会
笼式足球海南选拔赛
（五人制）落幕。图为女
子组球队在比赛中。

小芳 摄

➡ 10 日 ，
VICTOR 双雄
会全国业余羽
毛球双打混合
团体邀请赛海
口站比赛，在海
口奥飞恒温羽
毛球馆收拍。

图为选手
在比赛中。

小刘 摄

亚冠比赛预告
11日

桑德兰0：3曼联
埃弗顿4：2莱斯特

英超战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