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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战报

澳大利亚81：68塞内加尔
黑山83：93新西兰
日本76：89捷克

德国68：70多米尼加
立陶宛92：69加拿大
巴西79：78希腊
美国93：92土耳其
约旦64：103法国

赛事预告

菲律宾VS安哥拉（15：30）

波兰VS科特迪瓦（16：00）

委内瑞拉VS中国(20:00)

伊朗VS西班牙（20：30）

以上比赛CCTV-5

和CCTV-5+直播

与海钓大师们同场过
招是一种怎样的体验？8
月31日至9月2日，2019
海南亲水运动季之陵水疍
家海钓赛在陵水新村港举
办。4人一队一船，每人一
矶一筏，来自全国 100 多
位海钓高手们切磋，也引
来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海钓运动+疍家文化”为
这个暑假里的海南又添了
不少乐趣。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
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愈加开放、国际化的海
南呼唤更多现代、时尚的消
费体验；打造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又为海南不断丰富旅
游产品供给提出了更高要
求。碧海蓝天、富氧绿地，
过去一年来，海南靠着优质
资源这样的“先天优势”，通
过打造品牌赛事、群体项目
这样的“后天努力”靶向发
力，在文旅融合发展的大势
之下，深入挖掘美丽琼岛
“体育+旅游”的市场潜力和
社会效益。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将于
2020年11月28日至12月6日在三
亚举行，这是海南第一次举办洲际
大型运动会。亚沙会在三亚的举
办，让海南体育迷们充满了期待。

“我们都等不及了，盼着这一盛
会早点到来。”海口业余足球爱好者
蔡其斌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老蔡来海南快30年了，平时一直
坚持踢足球，他是铁杆球迷，曾几次自
费到外省现场观看中国国家足球队的
比赛。“我最期待三亚亚沙会的沙滩足
球比赛，沙足的规则和11人制的规则

不完全一样，很具观赏性。”他说。中
国国家沙足队在亚洲排名不算低，曾
获得过亚沙会的亚军。不过这两年，
沙足在亚洲开展得很红火，不少国家
技战术水平提升较快。今年50岁的
海口子弹头队球员林师也是个足球
发烧友，他儿子目前在省足协U12队
效力，“我一定要带着儿子去三亚现
场看沙足赛，儿子喜欢国家沙足队的
西班牙籍主教练拉米罗，到时候帮儿
子拿到拉米罗的签名。”林师说。

排球在海南绝对能排上第一运
动，海南和沙滩排球的亲密接触早
在20年前就开始。海南也是国内
最早开展沙滩排球运动，并建成沙

滩排球基地的省份。“我们都有些迫
不及待了，很想现场观看亚洲沙排
高手在三亚的表演。”来自排球之乡
文昌的球迷林云说。林云估计，三
亚亚沙会沙滩排球赛举行的时候，
沙排赛场很有可能观众爆满。“亚洲
沙排高手能在海南三亚聚齐了，很
不容易。”他分析说。

帆船帆板、冲浪项目也是三亚
亚沙会的比赛项目之一。这三个水
上项目在海南开展得不错，玩家不
少。海南业余玩家符晓涛说，亚沙
会帆船帆板、冲浪项目的举办，一定
会在海南掀起一股水上运动热潮。

（本报海口9月3日讯）

三亚为何申办第六届亚沙会——

“让亚洲、让世界了解海南，了解三亚”

海南生态环境是大自然赐予的
宝贵财富。多年来，得益于优质的自
然生态环境，海南吸引了多个国家级
体育训练基地在此落地。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厅获悉，截至目前，海南已建设
并投入使用的国家级体育训练基地主
要有国家帆船帆板海口体育训练基地、
国家沙滩排球文昌体育训练基地、国家

海南五指山体育训练基地、中国沙滩排
球队三亚训练基地、陵水国家羽毛球队
训练基地、中国排球协会海南沙滩排球
训练基地以及白沙中国拳击协会、中国
登山协会、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训练
基地等7个国家级体育训练基地。与
此同时，海口正在观澜湖创建中国（南
方）足球训练基地、白沙黎族自治县正
创建国家综合体育训练基地。

这些基地不仅直接提升了相关
体育场馆的硬件设施，更刺激了本地
居民对体育项目的参与热情，由此带
动相关产业发展。

2019年2月，白沙黎族自治县中
国拳击协会、中国登山协会、中国现
代五项运动协会训练基地正式揭
牌。为备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现已
有五支国家级运动队将白沙文体中

心作为冬训目的地正式列入今年下
半年冬训计划。为了圆满完成即将
出征的体育健儿的食宿保障任务，对
标《国家体育训练基地管理办法》，白
沙正在申报国家体育综合训练基地。

据白沙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围
绕打造白沙体育旅游小镇目标，白沙正
依托县文化体育运动中心和各项目训练
基地，引进及配置各类冬训及大型赛事。

早在1986年，原国家体委就与海
口市政府合建海口帆船帆板训练基
地。2015年初，基地被国家体育总局
重新命名为“国家帆船帆板海口体育
训练基地”。海口人民与帆船帆板间
的“情谊”也酝酿了30多年。2018年
10月，作为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拥

有600余个泊位的国家帆船帆板基地
公共码头试开放；12月正式开港。除
了系列品牌赛事相继落地，公益活动
和旅游项目也让居民和游客近距离
感受帆船、帆板的魅力。这两年，针
对青少年的帆船帆板培训班更是受
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在亚龙湾、日月湾、分界洲岛，人
们可以尽情享受潜水、海钓、冲浪、帆
板、帆船、摩托艇；在尖峰岭、五指山、
霸王岭，游客登山徒步，在深呼吸中体
味原始本真；在万泉河峡谷、五指山峡
谷，游客穿急流越险滩，畅快淋漓；在
博鳌高尔夫球场、观澜湖高尔夫球场，

游客在海风轻抚中潇洒挥杆；在串联
全岛的公路上，骑行者们在阳光下尽
情驰骋，追逐清风……多年来的精心
深耕让海南各地因地制宜，培育起一
个又一个特色旅游项目。当旅行愈发
强调当地体验的今天，这些项目无疑
为海南的旅游注入更多内涵与活力。

有了专业竞技体育“国家级体育
训练基地”的加持，有了丰富体育旅
游业态的支撑，海南近年来不断发
力，打造品牌赛事与群众体育活动，
让体育真正有机融入本地旅游发展。

国家帆船帆板海口体育训练基
地多年来一直是我国高水平帆船帆
板运动员的摇篮。不仅如此，基地
也为海南培育了浓厚的帆船帆板运
动氛围，海帆赛正是在此环境中，经
历十年积淀，成长为海南独具特色
的品牌赛事。

有赛事品牌，也有群众体育活动
品牌。已经成功举办两届的海南亲
水运动季是海南省人民政府和国家
体育总局共同主办的一项体育旅游
品牌活动。据第三方评估公司数据，
2018 海南亲水运动季共获得超过
7000万元的综合效益，其中经济效益
超3700万元，社会效益接近3300万
元。两年来，让更多市民游客感受到
海南水上运动的魅力，加速体育产业
与其他产业的跨界融合。

虽尚未成为国家冲浪项目的训

练基地，但万宁日月湾已成为国内外
“逐浪者”们的聚集地。多家冲浪俱
乐部针对大众爱好者设计的冲浪培
训课，也受到了游客们的追捧，大家
希望通过类似体验式的旅游感受海
南魅力。

在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冲浪比
赛开幕式上，万宁市主要领导表示，冲
浪运动已成为万宁文化体育与旅游融
合发展的重要载体。万宁将加快建成
国家冲浪训练基地，把冲浪这项运动
打造成为万宁的一张“金色名片”。

品牌力创造具有可持续性的产
业生产力。海南正在加快整合各方
资源打造更多“体育+旅游”品牌赛事
与活动。省旅文厅厅长孙颖表示：

“我们将全面推进国家体育旅游示范
区的建设，鼓励沙滩运动、水上运动、
航空运动、汽车摩托车运动、户外运
动等项目发展。同时，加大对帆船、
帆板、冲浪等大型体育赛事的宣传力
度，吸引更多游客到海南参与和体
验，实现‘体育+旅游’深度融合。”

（本报海口9月3日讯）

特色资源造框架

特色项目补内涵

资源整合造品牌

巧用特色资源 发挥特色优势
——海南探索“体育+旅游”融合发展（上）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特约记者 谢琛

关注三亚亚洲沙滩运动会

■ 本报记者 邓钰

2018年8月19日，当第六届
亚洲沙滩运动会举办权花落海南
省三亚市时，位于印尼首都雅加达
的第37届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代
表大会现场一片沸腾，众望所归。

“结果欣喜，过程紧张。这是三亚
首次举办洲际级综合运动会，既是
机遇又是挑战。”三亚亚沙会组委
会相关工作人员透露。

三亚为何申办第六届亚沙会？
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因何青睐三
亚？申办过程中有何精彩故事？

阳光、沙滩、激情与汗水……当
三亚与亚沙会碰撞，会擦出什么样
的火花？“亚沙会的理念与三亚城市
形象和气质不谋而合。”三亚市旅文
局相关负责人透露，亚沙会是以沙
滩运动为主题的洲际级综合运动
会，而三亚作为热带滨海城市，不仅
拥有丰富的海洋、沙滩资源，当地人
们更崇尚健康、自然、积极的生活方
式，可以说三亚不仅有举办亚沙会
的自然条件和硬件基础，更有相契
合的人文风情与情感认同。

虽然三亚亚沙会还“藏在闺中

人未知”，但其申办之路早在2年
前便已开始。2017年12月，国家
体育总局同意三亚市申办2020年
第6届亚沙会。经历系列申办流
程，2018年8月19日，三亚最终成
功申办第6届亚沙会。

“这是一张名片，让亚洲、让世
界了解中国，了解海南，了解三
亚！”谈及三亚为何要申办第六届
亚沙会，该负责人表示，海南享有
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温暖气候，
其中三亚以独特的城市风情，成为
了国内知名的旅游休闲度假胜
地。“我们希望通过亚沙会这样一
场盛会，让人们欢聚于此、进一步
感受、认识海南，了解三亚。”

“这是一次挑战，三亚将迎难
而上，通过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
城。”目前，三亚正在紧锣密鼓筹备
亚沙会，并把筹备过程，当作实现
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促进经济结
构转型、助推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
设的过程，并通过改善城市软硬
件，招引高端人才等举措，进一步
提高城市新品位，提升城市国际化
水平，使三亚成为世界旅游名城。

（本报三亚9月3日电）

海南体育迷期盼三亚亚沙会

对阵波兰队的遗憾失利，中国男
篮的小组出线形势变得严峻起来。目
前，A组波兰队两战全胜，提前锁定了
一个十六强席位，中国队与委内瑞拉
队均是一胜一负，简言之，下一场谁获
胜，谁就能进十六强，而输球的一方则
只能参加17-32名的排位赛。

委内瑞拉队并不是一个好打的对
手，在强手林立的美洲区能够突围，本
身就说明了这支队伍的实力和底蕴。
在最新一期的国际篮联世界排名中，委
内瑞拉队排名第20位，高出中国队整
整10位。委内瑞拉队中并没有大牌的
美职篮球员，不过该队的战斗力并不
弱，虽然平均身高并不算高，但全队配
合默契、投篮精准，个人技术十分过硬。

身高是委内瑞拉队的一大软肋，
队中的第一高度只有2米05，不过该
队的身体素质十分硬朗，中国队要想
在身体对抗上占据上风也并非易事。

对中国队而言，除了发挥身高优
势、打出自己的节奏之外，如何快速走
出上一场失利的阴影将是关键，生死
战不仅是技战术问题，更是心理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中国男篮今晚将力拼委内瑞拉
关注篮球世界杯

“菁英杯”青少年足球联赛

海南U14队闯进全国总决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5轮角逐，2019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菁英杯”全国青少年足球联
赛（杭州站）U14组比赛近日在杭州结束，尽管在
最后一轮比赛中海南省足协中海足球俱乐部U14
队1：2惜败合肥体校队，但仍以5战3胜1平1负
的战绩列该赛区第2名，闯进全国总决赛。

据悉，U14组全国总决赛将于国庆期间在江
苏举行，由国内各赛区出线的8支球队参加比赛。

海南U14队参加的5场比赛，分别以9：0和
2：0的比分战胜贵溪象山队和安徽蚌埠体校队，
1：1战平宁波体校队，4：0战胜广西龙桂达队，1：
2负于合肥体校队。

万宁与广州中体合作
打造体育旅游示范区

本报万城9月3日电（记者袁宇 特约记者
卓琳植）9月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有关部
门获悉，万宁市政府与广州中体体育有限责任公
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大力发展马拉松、铁人三
项、自行车、游泳、越野跑等项目，把万宁建设成体
育训练南方基地和省级体育中心，全力打造成体
育旅游示范区。

据介绍，双方将共同运营“万宁国际马拉松”
赛事，把万宁国际马拉松办成双金赛事；在万宁市
开展一系列水上运动项目，打造1-2个龙头赛事
品牌，以此带动水上休闲娱乐项目发展；把万宁建
设成体育训练南方基地和省级体育中心，打造属
于万宁市的拳头体育项目，积极引入马拉松、铁人
三项、自行车、游泳、水上运动等项目国家队在万
宁冬训，形成特色项目的训练基地。

9月3日，在2019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分
之一决赛中，日本选手大坂直美以0:2不敌瑞士
选手本契奇，无缘八强。图为大坂直美在比赛中
回球。 新华社发

上届冠军大坂直美美网出局

国足前锋武磊：

有信心打进世界杯
据新华社广州9月3日电（记者王浩明）正

备战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强赛的国足
3日继续在广州集训，刚刚在周末打了西甲联赛
的武磊当日也赶到广州与球队汇合，这名国足的
锋线尖刀表示，有信心打进世界杯，而为国效力，
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世界杯一直是我们的梦想，上一届踢到最
后还是有机会，但是差了一点，上一届的经验和
冲击过程对我们有很好的帮助。这一届我们有
很大信心，去实现这个目标和梦想。”武磊说。

刚刚入选国足的归化球员艾克森此前接受
采访时表示，自己会在场上帮助武磊进球。而武
磊对能够与这位上港时期的老搭档再次配合充
满期待。

“不管在恒大还是上港，艾克森对球队的作
用都很大，在上港我们很默契，他的特点能很好
地帮助我，把我的特点发挥出来。这次国家队有
他在，我真的非常开心。”武磊说。

“自信确实有一些，但西甲和中超有很大差
别，我还是努力地在适应节奏，还没有完全融
入。最大差别在于节奏，在场上处理球的节奏，
包括对球下一步的预判等等，身体上和思想上的
节奏。”武磊说。

中国斗腕公开赛
13日深圳开赛

据新华社深圳9月3日电 中国斗腕公开赛将
于13日在深圳开赛。赛事总奖金10万美元，是中
国本土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国际A类斗腕赛事。

该赛事将有来自中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
韩国、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26个国
家和地区的600余名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参
与。大赛将于9月13日至15日中秋小长假期间，
在深圳市南山区文体中心体育馆举行。

斗腕运动作为一项格斗竞技类运动，源于无
门槛观看、全民皆可参与的掰腕子活动，从2012
年成为民间竞技项目开始，经过7年酝酿，已得到
中国极限运动协会的认可。

沙滩排球将会是三亚亚沙会上最受关注的项目。图为国家女子沙滩排球队在三亚备战世界大赛。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在三亚亚龙湾的沙滩上踢沙足很爽。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