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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4月27日电（记者孙
婧 特约记者黄青文）经过3天的角
逐，2017年海南省残疾人羽毛球公开
赛今天在三亚市鸣金收兵。海口、文
昌、儋州、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
澄迈和万宁代表队分别获得团体总分
前6名。

据了解，本次公开赛设上肢残组
男子单打、智力残疾组女子单打等13

个比赛项目，来自全省各市县和海南
（海口）特殊教育学校的20支代表队、
136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此次比赛分别对各项前3名的运
动员和总分前6名的单位进行奖励。

据悉，本次公开赛由省残疾人联
合会、省残疾人体育协会主办，省文
化广电出版体育厅、三亚市人民政府
协办。

省残疾人羽毛球公开赛结束

海口队夺团体总分第一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2017首

届海南“青训联盟杯”青少年足球邀
请赛将于本月29日在海口市狮子岭
英利足球场举行。

本次比赛分为10岁组和12岁
组两个年龄段进行。U10组比赛为5
人制，全场比赛40分钟。U12组比
赛为8人制，全场比赛60分钟。参赛
球队来自省内各业余俱乐部、足球学

校、传统项目学校、业余体校、培训机
构等少儿足球基层培训单位。本届
赛事的举办是为了给省内各地的青
少年足球爱好者提供一个切磋球技
的机会，让更多的青少年爱上足球这
项运动，并且通过足球运动锻炼身
体，增强意志品质。

参加U10比赛的是西秀镇少年
联队、海南天龙足球俱乐部U10队、

海南双玉足球俱乐部U10B队、洋浦
名贵体育U10队和海南双玉足球俱
乐部U10A队。参加U12比赛的是
海南天龙足球俱乐部U12队、洋浦名
贵体育U12队、三亚天龙奥圣队、琼
海星动足球俱乐部、陵水金钻公馆队
和海南双玉足球俱乐部U12队。

本次比赛由海南天龙足球俱乐
部主办。

海南“青训联盟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周末开踢

省内11支球队参加

我省举行网球
裁判员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为做好海南网球裁
判员的梯队建设与裁判员后备人才的培养，海
南省体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站近日在海口、万
宁市举办网球裁判员培训班。

本次培训分为理论和实践培训两部分，培
训内容为网球裁判和主裁裁判法、网球主裁工
作常规、网球主裁判用语、手势、网球主裁判现
场得分记录、网球主裁判现场得分记录实习和
主裁现场实习。共45人参加本次培训，大都是
省内网球爱好者和体育院校的学生，考试合格
的学员将领到结业资格证书。

2017年省网球团体
锦标赛开拍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7年海南省网球
团体锦标赛26日在省网球中心网球场开拍。
团体冠军将获得2万元奖金。

本次比赛分团体赛（男子双打、男女混合双
打、男子单打）和单项赛（男子80+双打，女子双
打）。团体共设32个签位，男子双打（80+、两
名选手的年龄相加在80岁以上）共设64个签
位，女子双打共设16个签位。男子双打（80+）
冠军将获得6000元奖金，女子双打冠军将获得
4000元奖金。参加团体第一阶段比赛的32个
队，分8个小组进行小组循环赛。小组前两名
出线，此后16支球队进行淘汰赛。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体育总会、万宁市人民政
府、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主办。

羽毛球亚锦赛

林丹谌龙轻松晋级

据新华社武汉4月27日电 2017年羽毛球
亚锦赛27日进入正赛第二个比赛日。林丹、谌
龙等中国队选手均轻松晋级八强，女单选手孙
瑜意外不敌韩国选手李蔷美，无缘晋级。

其他比赛中，男双组的傅海峰/张楠、李俊
慧/刘雨辰、柴飚/洪炜、黄凯祥/王懿律，女双组
的骆赢/骆羽、黄雅琼/汤金华，黄东萍/李茵晖、
陈清晨/贾一凡，混双组的郑思维/陈清晨、王懿
律/黄东萍、张楠/李茵晖组合均赢下比赛，晋级
下一轮。

阿里体育将协
助海南（三亚）国
际马拉松赛和环
岛大帆船赛等我
省 4 大体育品牌
赛事升级。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经过4个月的准备，阿里巴巴文
化娱乐集团南方总部首批入驻企业
阿里体育、海南体育赛事有限公司挂
牌仪式，今天在海口市复兴城海口文
化产业园举行。

给海南体育安装更强“引擎”

“阿里体育与海南体育赛事有限
公司的深度融合，将给海南国际旅游
岛安装上更强劲的‘体育引擎’，推动
海南体育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阿里
体育首席执行官张大钟说。

阿里体育将充分发挥平台资源
优势，以数字化思维运作海南体育产
业。在运营好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
赛、环海南岛国际自行车赛、海南高
尔夫公开赛、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
4大品牌体育赛事并帮助其升级的同
时，阿里体育与海南体育赛事有限公
司将依托海南的环境优势，展开体育
培训等服务内容，以全民健身体育品
牌赛事为龙头，各市县体育品牌赛事
和青少年体育品牌赛事为突破口，打
出一套海南体育“组合拳”。

阿里体育将整合优质体育IP资

源，为海南引入世界电子竞技运动会
WESG、国际网络路跑联盟WORA
等原创赛事，以及国际泳联等国际体
育协会的赛事与活动。海南体育赛事
有限公司还将结合海南国际旅游岛的
定位、地理和气候特点，规划体育休
闲、全民健身类IP，通过阿里的互联网
生态体系协助构建海南群众性体育赛
事平台及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平台。

推动海口互联网+体育产业发展

海口市副市长任清华表示，阿里
文娱集团南方总部落户海口，不仅能
推动海口市互联网+体育产业的发
展，还能为海口市民乃至来自全国的
旅游者、体育爱好者创造更好的体育
产品，带来顶级的体育赛事。

她说，去年，海口市举办了多项国
际性大赛，其中包括海口马拉松、海口沙
滩马拉松、海南垂钓精英赛、国际旅游岛
帆板大奖赛、门球公开赛、电子竞技大赛
等。海口市的区域优势和气候优势，能
吸引很多体育比赛在海口举办。

她表示，有海口市政府的支持，
阿里体育能够充分发挥并利用其互
联网技术和业务优势，为海南的赛事
运营和体育产业发展等业务提供强

大互联网平台资源等方面的支持，提
升海南体育赛事产业运营水平，挖掘
海南体育产业的增长点。

打造贯穿赛事全新产业业态

海南省文体厅副厅长曹远新表
示，通过引进阿里体育的战略投资，
利用其互联网技术和平台优势，打造
贯穿赛事运营、版权、媒体、商业开
发、票务等环节的全新产业业态，推
动海南体育产业及赛事产业快速、健
康、持续发展。

他说，阿里体育是阿里巴巴集团
旗下以数字经济思维创新发展体育
产业的企业。去年底，阿里体育与我
省开展合作并投资入股海南体育赛
事有限公司，根据海南地域特色，结
合阿里生态优势，引入国际泳联泳坛
颁奖盛典、国际网络路跑联盟（WO-
RA）等国际性赛事及活动；协助我省
4大体育品牌赛事的升级。阿里体
育、海南体育赛事有限公司将提升海
南体育产业规模、效益和竞争力，在

“立足海南本土、辐射华南地区、面向
全中国”的基础上，成为海南体育产
业发展的新亮点。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

阿里体育、海南体育赛事有限公司入驻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南方总部

它们能给海南体育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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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营根4月27日电（记者郭
畅 通讯员陈欢欢）记者今天从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获悉，为提
升琼中知名度和美誉度，推广琼中全
域旅游理念，由琼中县委宣传部、省摄
影家协会、琼中文联联合举办的2017
年“黎苗同庆·魅力琼中”摄影比赛开
始面向全国征集“魅力琼中美图”。

据了解，本次比赛以“黎苗同庆·

魅力琼中”为主题，向省内外摄影家、
摄影爱好者征集美图，旨在通过真实
直观、生动鲜活的图片，展示琼中秀

美灵气的自然风貌、优美舒适的人居
环境、幸福康乐的人民生活、丰富多
彩的人文景观。

投稿作品须在琼中境内拍摄，反
映内容须是琼中自然景观、人文景
观、民俗文化及经济发展成果，题材

不限，提倡拍摄风格独特、个性鲜明、
富有时代感的优秀作品，截稿时间为
2017年9月30日。

评选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原则，邀请摄影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
进行评审。比赛奖项设为一等奖1
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8名，优秀奖
60名，每名获奖者奖金分别为8000
元、3000元、1500元和500元。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记者卫
小林）今天上午，由中国戏剧家协会
《剧本》杂志社、海南省戏剧家协会共
同主办的面向全国征集戏曲小剧本
活动新闻通气会在省文联会议室举
行。记者从会上获悉，本次征集今天
正式启动，8月15日作品征集截稿，
本次征集设一类作品2件，各颁发奖
金5万元，总奖金24万元。

来自省文体厅、省文联、省琼剧
基金会、省剧协、省琼剧院等单位的

代表出席了新闻通气会，省剧协主
席、省琼剧院院长许振程对本次征集
作了详细说明。

记者了解到，此次征集作品的内
容，鼓励反映海南重要历史事件和海
南建省以来鲜活的现实题材、历史人
物、历史文化、旅游文化、海洋文化、
红色文化和海南城乡精神风貌、新农
村建设等题材的原创作品。要求应
征作品体现时代精神，具有海南地域
特色，内容健康，主题积极，短小精

悍，注重艺术创作和市场效应相结
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可
供舞台演出30分钟以内。应征剧本
须有独立完整版权，且为原创、未排
演过作品，已受演出院团委托创作的
剧本、已发表和获得过奖项的剧本均
不在征集范围，截稿日期为2017年
8月15日。

主办方介绍，将于8月30日前
组织专家遴选应征作品，公布入选修

改提高作品。9月中旬前对经修改
提高的作品组织专家评审，评出创作
阶段相应等次。10月中旬前对获等
次类作品组织二度创作。2018年元
旦期间举行优秀作品展演（或片段朗
读）并颁奖。本次征集设一类作品2
件，奖金各5万元；二类作品3件，奖
金各3万元；三类作品3件，奖金各1
万元；优秀类作品4件，奖金各5000
元，总奖金24万元，获奖作品将颁发
相应证书。斩获各等次类和部分优

秀作品将汇编成册，同时刊发在《剧
本》杂志增刊上。优秀作品由主办单
位向各院团推荐排演。

据悉，此次征集面向全国专业和
业余戏曲创作爱好者，应征作品可发
送电子版至专设邮箱 hnsxjjxh6@
163.com，或打印好邮寄至北京市朝
阳区北沙滩1号院32号楼中国戏剧
家协会《剧本》杂志社或邮寄至海南
省海口市白龙南路38号琼苑宾馆八
角楼204室。

中国戏剧家协会《剧本》杂志社和海南省戏剧家协会共同主办

海南面向全国征集戏曲小剧本

2017年“黎苗同庆·魅力琼中”摄影比赛启动

琼中向全国征集“魅力琼中美图”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记者卫
小林）被《速度与激情8》霸屏两周的
影院终于有新片敢开画了。记者今天
从我省院线获悉，4月28日，《拆弹专
家》《记忆大师》《春娇救志明》《喜欢
你》4部新片将在海南同步上映。

据介绍，《拆弹专家》是刘德华投
资并主演的一部警匪片，主要讲述姜
武饰演的爆炸案主犯因刘德华扮演的
卧底警察章在山让其弟弟被抓坐牢，
因而对章在山怀恨在心，他精心策划了
一起隧道爆炸案，诱使拆弹专家章在山

不得不正面面对，最后在隧道内因公殉
职。该片4月19日在海口首映，业内
人士认为影片营造的紧张气氛、抓人
程度、枪战场面，都不亚于同为警匪片
的《湄公河行动》，有望在“五一”档影
市争霸战中再为国产警匪片扬名。

《记忆大师》由经典战争片《地道
战》导演任旭东之子任鹏编剧，陈正道
导演，黄渤、徐静蕾、段奕宏、杨子姗、
许玮甯联合主演，是一部剧情、悬疑、
犯罪题材影片，被誉为“中国版的《盗
梦空间》”，该片讲述了一个未来世界

里关于记忆重载的悬疑烧脑故事。
《春娇救志明》是志明春娇系列电

影第三部，由香港明星杨千 、余文乐
领衔主演，故事讲述的是春娇和志明
的婚后生活，以及两代人之间如何沟
通等情感问题。

爱情片《喜欢你》刚刚亮相北京国
际电影节，由于该片主演金城武、周冬
雨、孙艺洲等都有较高人气，因此片方
将映期提前到了4月27日下午6时，
想让影迷看到金城武、周冬雨如何演
绎因美食而结缘的奇妙爱情旅程。

女华

《拆弹专家》《记忆大师》《春娇救志明》《喜欢你》

4部国产新片今天在琼上映

中国动漫业界最高奖“金猴奖”揭晓

《大圣归来》获电影金奖
据新华社杭州4月27日电（记者冯源）作

为中国动漫业界规格最高、最具权威的奖项，第
13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26日晚在杭州
揭晓，《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获得动画电影金奖，
《熊猫和小鼹鼠》获得动画系列片金奖，其余奖
项也各自“名花有主”。

“金猴奖”鼓励原创，打造精品，旨在弘扬动
漫文化，挖掘产业价值，培育动漫人才，引导和
推动中国动漫产业转型升级，诸如《功夫熊猫》
《飞屋环游记》及执导《你的名字》的日本导演新
海诚都曾参赛并获奖。其前身是始于2006年
第二届中国国际动漫节的“美猴奖”，其形象取
材自国产动画片《大闹天宫》中“美猴王”，而从
2012年第八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开始，“美猴奖”
更名为“金猴奖”。经批准，今年的第13届中国
国际动漫节恢复了这一赛事的评比。

2015年上映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曾经
创下近10亿元票房，是国产动画电影的里程
碑。在本次评选中，《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荣获
了“金猴奖”动画电影金奖；以凯尔特文化为背
景的爱尔兰动画电影《海洋之歌》获得银奖，去
年获好评的国产动画电影《大鱼海棠》获得铜
奖。在动画系列片评比中，《熊猫和小鼹鼠》让
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与捷克著名的动画形象“鼹
鼠”结缘，获得金奖，《小鸡彩虹（第一季）》和《犟
驴小红军》分获银、铜奖。

陕西：农民画有了“身份证”

新华社西安4月27日电（记者杨一苗）4
月 26日，陕西省的5位优秀农民画艺术家的
《摊凉皮》《谷粒声声》等作品获得了作品版权
登记证书。

26日是第17个世界知识产权日，西部国
家版权交易中心与陕西省农民画协会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围绕陕西农民画版权登
记、作品交易、法律维权等方面达成合作共
识。来自宜君、户县、安塞、洛川、兴平5位优
秀农民画艺术家的作品《摊凉皮》《谷粒声声》
《丰收的喜悦》《解元进京赶考》《剃头》同时获
颁作品版权登记证书。

据了解，成功办理版权登记的作品，可将
作品及制作过程中产生的经验和知识转变成
有标识、可识别、产权化的无形资产，不仅维护
了农民画作者的合法权益，更对促进陕西农民
画保护与传承、提高全社会的版权保护意识具
有重要意义。《拆弹专家》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