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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关注2020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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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黄媛艳

灵动的双眸，热情的笑脸，充满活力
的奔跑姿态……11月28日，2020年第
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以下简称亚沙会）
吉祥物“亚亚”，在亚沙会倒计时一周年
启动仪式上正式与公众见面。

进入“亚沙时间”的三亚魅力四射，
蓝、绿、黄、橙等色块组成的会徽，为城市
增添亮色，“久久不见久久见”的宣传口
号成为人们见面招呼时的流行语。

作为海南首次举办的洲际级别运动
会，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中
国举办的唯一洲际级别的综合体育赛
事，亚沙会的到来，为海南全面对外开
放，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

申办亚沙会具有重大意义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宣布支持海南全岛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
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随
后发布的中央12号文件明确提出，鼓励
海南发展沙滩运动、水上运动等项目，支
持海南打造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为海
南办好国际体育赛事指明了方向。

积极申办亚沙会，就是三亚在这一
重大历史背景下，主动投身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热潮的具体行动。

这既是海南承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
国际性综合体育赛事，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收官之年我国举办的唯一洲际级
别的综合体育赛事。可以预知的是，亚
沙会的举办，将向世界展示改革开放、自
信包容的海南——从近期看，能迅速拉
动海南旅游经济发展；从长远看，将为海
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国家
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建设增添活力，有
效促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省委、省政府对办好亚沙会高度重
视。省委书记刘赐贵指出，举办好亚沙
会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
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的具体行动，
该项赛事是海南首次举办的洲际级综合
性运动会，对于海南深化改革开放，加快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省长沈晓明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苟仲文一同担任亚沙会组委会主席，
要求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的作风做
好筹办各项工作，积极调动各方面积
极性，举办好亚沙会，让亚洲乃至世界

了解海南、了解三亚。

三亚办赛独有优势别具匠心

作为同时具有热带雨林和热带海洋
风光的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三亚拥有
263公里的海岸线和大小海湾19个、大
小岛礁68个，近岸海域海水透明度达16
米，具有发展沙滩运动、水上运动和举办
亚沙会的独特优势。

“这是三亚得以成功申办亚沙会的
重要前提。”亚沙会组委会副主席兼秘
书长、亚沙会组委会主任、三亚市市长
阿东说。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
让三亚成为我国冬季举办休育运动的
最佳场所。

帆船赛、国际马拉松赛、高尔夫公开
赛等多项体育赛事常年在三亚举办。近
年来举办的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克利伯
环球帆船赛等一系列水上运动的国际赛
事，更让三亚积累了丰富的水上运动国
际赛事办赛经验。此外，从世界小姐比
赛多次“牵手”三亚、克利伯环球帆船赛
递出鹿城名片，到ISY国际音乐节续跨
年之约、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再续光影传
奇……三亚精心筹办的一系列国际顶级

赛事和活动均得到了国内外民众的关注
和肯定。

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
席、协调委员会主席拉贾·兰德·辛格也
说，在确定三亚作为承办城市之前，亚奥
理事会对三亚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发现
三亚是一座很美丽的城市，“这里的沙滩
很漂亮，酒店、餐饮等基础设施也非常完
善，是海滩度假型的城市，特别适合沙滩
运动的开展，所以我们坚定不移地选择
了三亚”。

阿东介绍，此次亚沙会以“时尚、环
保、精彩、盛大”为办赛理念。其中，时尚
源于三亚的城市特质。在筹办过程中，
三亚将把时尚元素注入亚沙会及城市建
设中，并在亚沙会期间举办系列时尚文
化活动。环保，是三亚发展的基本理
念。三亚将紧扣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的定位，把环保理念贯彻在赛事
筹办的全过程，并力求通过赛事的举办
让生态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精彩，应该是每一届运动会的追
求。三亚将围绕‘中国风范、海南韵味、
三亚特色、共建共享’这一原则，精心设
计每一场比赛和赛事的每个环节。”他
特别强调，办赛理念中的“盛大”并非奢

侈办会，而是三亚将充分发挥59国人
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等优势，吸引更多
人员和资源参与亚沙会。同时，通过举
办亚沙会，推进城市发展理念和发展模
式、城市功能和城市管理模式、民生建
设和社会管理、产业拓展和经济发展等
多方面的全面变革、转型升级，全面提
升三亚城市形象，不断提升市民的满意
度和幸福感。

筹办工作细之又细实之又实

再过365天，亚沙会就要在三亚隆
重开幕了。这意味着，亚沙会的举行进
入了倒计时。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三亚市委、市
政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国
家体育总局、海南省委、省政府的要求部
署，当前各项筹办工作正紧锣密鼓地有
序推进——

在队伍建设方面，三亚市政府专门
安排一名副市长专职分管亚沙会筹办工
作，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抽调精干力
量，并通过社会招聘专业人才，组建了近
百人的工作专班，同时聘请了具有国内
大型体育赛会筹办经验的专家作为顾

问，还将根据筹办工作需要陆续补充人
员力量。

在竞赛场地方面，已确定的选址既
有三亚公共海滩，如国家海岸海棠湾、阳
光浴场大东海、椰梦长廊三亚湾，也有著
名景区，如天涯海角游览区。此前，国家
体育总局已委派17个竞赛项目协会的
负责人陆续赴三亚对竞赛项目场地规
划、场地器材进行确认，将按计划启动和
推进竞赛场馆建设。

在氛围营造方面，组委会成立了三
亚亚沙会融媒体中心，整合全省媒体资
源开展全方位宣传，并在海南各机场、
动车站以及三亚交通主要节点进行亚
沙会平面广告宣传。有力的宣传为亚
沙会吸聚了一批高素质的志愿者，目前
组委会已完成首批志愿者招募，还将继
续开展小语种志愿者等方面的招募工
作，预计将有6000至8000名志愿者参
与服务亚沙会。

此外，三亚还筹划了两批共76个亚
沙会城市景观、市政基础配套、公共交通
系统、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等多方面的项
目，包括一场两馆、三亚湾功能提升、天
涯区水上运动中心、三亚动车站站前广
场服务设施配套、道路国际化标识、5G

基站等等，后续还将继续筹备启动其他
相关项目。

亚沙会组委会副秘书长、亚沙会组
委会执行副主任、三亚市副市长周俊表
示，筹办此次亚沙会对三亚而言，不仅
仅是单纯地举办一场体育赛事。如今，
如何抓住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带来
的新机遇，实现城市的再一次“飞跃”，
是摆在三亚面前的必答题。筹办亚沙
会可以作为一次很好的契机，促进三亚
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功能的优化完善，
推动三亚城市管理理念和发展模式的
发展升级。

相较于传统的海洋旅游项目，沙
滩运动在三亚方兴未艾，市场潜力较
大，是“旅游+体育”的一大创新突破
点。“此次亚沙会的举办正当其时，将
实现对三亚海洋资源的又一次深度开
发。”周俊还透露，当前，三亚正以体育
赛事为核心整合产业资源，不断丰富

“亚沙+”的内涵，积极培育“亚沙+”经
济增长点，推动体育产业、旅游产业、
环保产业、时尚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
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为城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平台支撑。

亚沙会组委会副主席、海南省委常
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表示，三亚将高
标准高质量做好亚沙会各项筹办工作，
并以筹办亚沙会为契机，促进三亚城市
发展，推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提
升三亚国际化水平，真正做到“办好一场
会，搞活一座城”。

海南日报记者还了解到，本届亚沙
会预计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
代表队参加。届时，将有4000多名运动
员和众多的体育爱好者齐聚三亚。

“亚沙会在三亚举办是一个好机会，
能让来自更多国家和地区的朋友看到海
南是一个好地方。借这一平台，各国和
各地区的年轻人可以在体育和文化方面
进行充分的交流。”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
副主席霍震霆说，希望三亚能办成一场
历史上最好的亚沙会。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我们将通过举
办亚沙会，向亚洲乃至世界人民展示时
尚、开放、活力、魅力的海南形象，展示包
容兼蓄和合为美的中国文化，促进相互间
的学习借鉴，增进民众之间的交往交流，
推动三亚、海南乃至中国与亚洲各国之间
的互通交流。”阿东说，欢迎世界各国人民
到三亚参加亚沙会，共享体育带来的欢
乐，共享三亚的魅力，“我们有信心将亚沙
会办成一届展示中国风范，展示海南形
象，展示三亚魅力的体育盛会！”

（本报三亚11月28日电）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欧英才

365天，8760个小时，525600分钟
……11月28日，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
滩运动会（以下简称亚沙会）正式进入
一周年倒计时。从2018年8月19日正
式申办成功，到今天进入“冲刺阶段”，
海南人民从激动雀跃到全力以赴，以有
条不紊的精心筹备向世界发出邀请。

11月28日，亚沙会组委会在北京、
三亚两地同时举办倒计时一周年启动仪
式暨吉祥物发布会。三亚亚沙会是海南
举办的首个洲际级别的综合性运动会，
北京发布会活动吸引了近百名中外记者
到场。人们期待，通过这场国际性赛事，
让海南开放、多元的形象传播得更广。

助力海南国际传播

亚龙湾、大东海、海棠湾……1年后
的11月28日，三亚的海岸线将因亚沙
会而沸腾。

北京发布会现场，一段动感十足、
内容丰富的三亚亚沙会宣传片抓住了
大家的目光。在已是瑟瑟寒冬的北京，
中外来宾们通过靓丽的画面感受着来
自南国的热情。

“海南正在全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这也让海南
的发展越来越国际化，举办国际性赛事
不仅会进一步提升海南的知名度，相信
对海南在人才引进等方面都会有所促
进。更重要的是，外界通过这样一个机
会关注海南，也由此体会到中国开放的
脚步。希望亚沙会可以成为一个开端，
以后当有沙滩亲水赛事举办时，大家可
以首先想到海南，世界各地的游客们要
去海岛游时可以想到海南。”中国日报

记者曹梓楠说。
“今天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项赛

事，但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向葡萄牙
人民推介三亚亚沙会。”来自葡萄牙国
家通讯社——卢萨社的记者若昂·皮
门托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沙滩运动在
葡萄牙十分流行，虽然亚沙会是亚洲
洲际级运动会，但是也将吸引全世界
其他国家沙滩运动爱好者前往海南，
带动旅游业发展。

亚沙会组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三
亚市市长阿东在北京发布会上表示，三
亚有信心、有能力办一届精彩、成功的
体育盛会，向亚洲和世界展示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的新风采。

促进海南长远发展

国际体育赛事除了可以为举办地
带来一时的关注与“流量”，还能带来怎
样的可持续性影响？

北京发布会上，亚沙会组委会相关
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海南要依托亚沙会

“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举办亚沙
会不仅可以通过赛事效应为三亚带来

“文化遗产”，增添文化软实力，也将通
过规范城市英文路牌、推进场馆设施建
设等多种举措留下“物质遗产”，在未来
更好地服务三亚市民和游客。

亚沙会组委会副秘书长、国家体育
总局对外联络司副司长魏代顺表示，举办
国际赛事对促进三亚、海南的相关运动项
目及产业发展都将具有长期的积极作用。

参加北京发布会的央视体育频道
记者李纯纯曾多次来到海南，并参与报
道过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国
际性赛事。她说：“三亚有发展沙滩运
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而亚沙会与三

亚的城市形象高度契合。听到组委会
的相关介绍，我很期待亚沙会可以为三
亚、为海南带来更多新变化。”

秀出海南文化特色

要有国际范，更要有海南味。三亚
亚沙会的口号、吉祥物等多种对外宣传
标识都融入了海南文化特色。28日当
天的北京发布会现场，也弥漫着浓浓的
海岛风情。

在北方的冬日里，一颗颗来自海南
的椰青一下子就把来宾们“拉”去了距
离北京2900多公里以外的三亚。为了
让大家进一步感受到海南的魅力，组委
会特意为到场嘉宾准备了方便饮用的
椰青供大家品尝。

“久久不见久久见”“See ya in
Sanya”，当天的北京发布会现场，不少
记者都随口说起了这两句三亚亚沙会
口号。大家在现场学着用海南话讲出

“久久不见久久见”，倍感亲切。
作为当天的“重头戏”，吉祥物“亚

亚”的亮相引来媒体记者争相拍摄。这
只来自海南的“小坡鹿”，身着印有黎锦
符号的运动衫在现场与来宾热情互动。

“我从未去过海南，却早已听说了那
里的美丽。”古巴拉美社记者约兰德说，
她非常期待明年有机会去三亚报道亚沙
会，感受海南的美丽风光与人文景致。

海南的美得益于优质的生态资源。
生态立省、环境优先是海南的战略原
则。当若昂·皮门托得知吉祥物以海南
特有的中国一级重点野生保护动物坡鹿
为设计原型，他对三亚亚沙会“环保亚
沙”的办赛理念表示赞赏，也希望能够在
一年后前往三亚，领略海南的美丽。

（本报北京11月28日电）

本报北京11月28日电（记者欧英
才）11月28日，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滩
运动会（以下简称亚沙会）倒计时一周年
启动仪式暨吉祥物发布会在北京和三亚
同步举行，吸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
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多家中央主流
媒体纷纷报道。

28日央视《新闻联播》栏目，以简讯
的形式聚焦了亚沙会吉祥物亮相暨倒计

时一周年活动，向全国人民展示三亚亚
沙会的筹备情况。而央视体育频道，以
近2分钟时长的专题报道重点关注了本
次活动。新闻画面不仅呈现了亚沙会吉
祥物，还向全国人民展现了三亚沙滩运
动的魅力。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
间》，也播出了本次活动新闻。

与此同时，新华社、人民日报、中新
社、中国日报、人民网等多家媒体，以图

片、文字、短视频等多种报道形式，多语
种关注本次活动。

据悉，本次亚沙会组委会融媒体
中心向媒体提供中、英、俄、泰四种语
言的新闻信息，实现立体化的国际传
播。同时，结合吉祥物特点、百姓阅读
习惯和媒体传播规律，积极开展报纸、
网络、短视频、动漫宣传，不断丰富媒
体报道内容。

多家中央主流媒体关注亚沙会
多语种多形式全方位报道赛事筹备情况

本报北京11月28日电（记者尤梦
瑜 欧英才）11月28日，在北京举行的
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以下简
称亚沙会）倒计时一周年启动仪式暨吉
祥物发布会上，来自新华社、中央电视
台、中国日报、葡萄牙卢萨社、古巴拉美
社等媒体近百名中外记者把镜头“对准”
海南，“对准”亚沙会。三亚亚沙会有何
特色、将为海南带来怎样的积极影响等
成为媒体关注议题。

“近年来国内举办了多种综合性运
动会，三亚亚沙会有何特色、亮点？”央视
新闻中心的记者邵舒宽在听过关于三亚
亚沙会的介绍后提出自己的疑问。

亚沙会组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三
亚市市长阿东，亚沙会组委会副秘书长、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党组书记
林光强作为组委会代表，详细回答了记
者们的提问。

据介绍，三亚亚沙会的独特与魅力
之处主要有两点：第一，亚沙会的举办与
三亚的城市特点、城市内涵相结合。亚

沙会的举办，将进一步深化打造城市文
化IP，丰富城市的精神内涵。第二，三亚
把举办亚沙会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提
升全民海洋保护意识密切结合。

“三亚亚沙会将推动大众关注海洋，
关注生态环境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理念深入人心。”阿东表示，三亚
亚沙会的会徽和吉祥物设计，都是以我
国一级保护动物坡鹿为原型，其目的也
在于唤起大家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当
前，三亚正在争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市”，将借助亚沙会举办的契机，加大
环保工作力度，让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一
普惠的民生福祉，为更多人享有。

“‘亚亚’非常可爱、憨态可掬，吉祥
物的征集历程是怎样的？”来自中国日报
的记者曹梓楠对亚沙会吉祥物“亚亚”的
诞生颇感兴趣。

林光强介绍，自2019年 7月 19日
开始征集吉祥物以来，共有32件吉祥物
作品方案进入复评阶段。同时，组委会
举办了吉祥物进校园活动，邀请2020个

孩子票选吉祥物，在征求了大量专家、少
年儿童等代表的意见后，确定“亚亚”为
三亚亚沙会吉祥物。

“以举办赛事为契机，三亚将如何统
筹亚沙会的举办与城市发展、民生普惠
等工作？”来自三沙卫视的记者对“用好
亚沙遗产”非常关注。

据悉，三亚坚持将“办赛事”与“办城
市”相结合，以举办亚沙会为契机，全力
推进城市软硬件的建设，并对标国际标
准，不断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加快海南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亚沙会能留给
三亚最为宝贵的“遗产”是一批具有国际
视野、战略眼光、实干担当的干部队伍。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当天，亚沙会官
方网站、微信、微博和抖音等全媒体矩阵
全面上线。亚沙会组委会宣传与广电媒
体服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加大
亚沙会全方位宣传，用更加客观且生动
的传播形式，不断丰富媒体报道内容，结
合赛事宣传城市，让更多人听见“鹿城”
之声。

冬日北京倾听“鹿城”之声

亚沙会，中外媒体记者关心啥？

从“办赛事”到“办城市”，亚沙会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添助力

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

三亚发布会开场表演《See ya in Sanya》。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三亚亚沙会进入一周年倒计时

世界聚焦海南 三亚迎来“亚沙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