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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新华
社体育部评出2019年中国十佳运
动员如下：

中国女排

9月的女排世界杯上，中国女排
以11连胜战绩成功卫冕，第五次夺
得该项赛事冠军，打破了古巴队四
度加冕的纪录，并因此重返世界排
名榜首。这也是中国女排第十次登
顶世界三大赛（奥运会、世锦赛、世
界杯）。国庆群众游行中，中国女排
乘“祖国万岁”彩车压轴出场。

隋文静/韩聪（女，24
岁/男，27岁，花样滑冰）

3月在日本埼玉举行的世界花
样滑冰锦标赛上，隋文静/韩聪第二
次摘得双人滑世锦赛冠军。在世界

花样滑冰大奖赛上，他们接连夺得
中国站和日本站双人滑冠军，在日
本站刷新了其短节目历史最高分，
并于12月首次夺得大奖赛总决赛冠
军。

巩立姣（女，30岁，田径）

10月，巩立姣在多哈世界田径
锦标赛女子铅球比赛中成功卫冕。
此前在国际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苏
黎世站，她刷新自己保持的赛季世界
最好成绩并夺冠，再度赢下女子铅球
项目钻石大奖。

刘诗雯（女，28岁，乒乓球）

4月在布达佩斯世界乒乓球锦
标赛女单决赛中，刘诗雯击败队友
陈梦，首次夺得世锦赛女单冠军。
10月，她成为女乒世界杯历史上首

个“五冠王”。刘诗雯还与许昕搭档
获得国际乒联巡回赛总决赛混双冠
军，并荣膺国际乒联2019年度最佳
女运动员称号。

孙杨（男，28岁，游泳）

孙杨在光州世界游泳锦标赛上
夺得男子200米和400米自由泳两
枚金牌，在400米自由泳上实现四
连冠。他的世锦赛金牌总数达到11
枚，在赛事个人项目金牌榜上，是仅
次于美国运动员菲尔普斯的“多金
王”。

徐灿（男，25岁，拳击）

身为中国世界排名最高的职业
拳击手，徐灿1月战胜波多黎各选手
罗哈斯，夺得世界拳击协会（WBA）
羽量级拳王金腰带，又在5月和11

月分别战胜日本拳手久保隼和美国
拳手曼尼·罗伯斯三世，两度赢下卫
冕战。

施廷懋（女，28岁，跳水）

施廷懋在光州世界游泳锦标赛
中拿到跳水3米板项目女单和女双
两枚金牌，其中在3米板女双项目
上，她实现个人四连冠并为中国队
实现十连冠。自2011年首次参加
世锦赛以来，她在五届世锦赛上均
有金牌入账。

易建联（男，32岁，篮球）

在男篮世界杯中国队整体表现
低迷的情况下，全队年龄最大的易
建联成为最稳定的得分点。11月
21日，他在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广东队客场挑战天津队的比

赛中得到 20分，生涯总得分达到
11177 分 ，超 越 前 队 友 朱 芳 雨
（11165分），成为CBA历史得分王。

蔡雪桐（女，26岁，单板滑雪）

蔡雪桐夺得2018-2019赛季国
际雪联单板滑雪U型场地世界杯女
子总冠军，成为首位在单板U型场
地项目拿到五次赛季总冠军的选
手。

邓薇（女，26岁，举重）

邓薇在世界举重锦标赛上以打
破抓举、挺举、总成绩三项世界纪录
的成绩摘得女子64公斤级冠军，此
后在举重世界杯上再次刷新该级别
抓举世界纪录。本赛季她参加了6
站东京奥运会积分赛，共13次打破
世界纪录。

7. 中 国 篮
球界抵制莫
雷涉港错误
言论

10月 5日，美国职
业篮球联赛（NBA）休斯

敦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在社
交媒体上表达涉中国香港错

误言论，激起各界人士强烈不
满。中国篮球协会发表声明，

表示强烈反对，并暂停与该俱乐
部的交流合作事宜。

8.中国足球改革继续深化

10月16日，中国足球协会宣布退出
中超公司，中超联赛将完全由职业联盟管

理。中国足球改革继续深化，出台归化球员
管理和限薪等政策，并酝酿成立职业联盟，但

依然面临包括尽快提高国家队成绩等众多挑战。

9.成功举办世界军人运动会

10月18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在武
汉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世界军人运

动会开幕。在为期10天的比赛中，来自109个国家的
9300余名军体健儿同场竞技，打破7项世界纪录、85项国

际军体纪录。中国代表团以133金64银42铜名列金牌榜
和奖牌榜首位。

10.最高法发布审理兴奋剂刑事案件司法解释

1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
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明确规

定了涉兴奋剂犯罪的定罪量刑法律适用问题，体现对兴奋剂“零容
忍”态度，该司法解释将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2019年中国体育十大新闻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新华社体育部评出2019年中国体育十大
新闻（以事件发生时间先后为序）：

1.“中芬冬季运动年”举行

1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共同
出席“2019中芬冬季运动年”启动仪式。“中芬冬季运动
年”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举办的第一个以体育为主题的
“国家年”活动。此后不久，习近平在京考察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

2.国办印发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8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以下简称
《纲要》），部署推动体育强国
建设，充分发挥体育在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
征程中的重要作用。
《纲要》提出了体育
强国建设三阶
段战略目标
和五大战
略任务。

3.男篮世
界杯首次
来到中国

8月30日，国际
篮联篮球世界杯开幕
式在北京举行，国家主
席习近平宣布开幕。比
赛于8月 31日至 9月 15
日在北京、上海、南京、武
汉、广州、深圳、佛山和东莞
等8座城市举行，这是男篮世
界杯首次来到中国，参赛队伍
由上届的24支扩充为32支。

4.中国女排蝉联世
界杯冠军

9月14日至29日，中国女排11战
全胜获得第13届国际排联女排世界杯
冠军，成功卫冕，第十次登顶世界三大赛
（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这是中国队历
史上第五次夺得该项赛事冠军，打破了古巴
队四度加冕的纪录。

5.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发布

9月17日，分别以熊猫和灯笼为原型的北京冬
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发
布，好评如潮。随着吉祥物发布、赛会志愿者招募启
动，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由“专项计划阶段”顺利转入

“测试就绪阶段”。

6.中国田径队创26年来最佳战绩

9月 27日至 10月 6日，中国队在多哈世界田径锦标赛
上获得 3金 3银 3铜，总分 99分，在奖牌榜和总分榜上均排
名第四，取得继1993年斯图加特世锦赛之后的最佳战绩。

2019年中国十佳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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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女足或将退出
东京奥运会预选赛

据新华社首尔12月26日电 韩联社援引知
情人士消息称，朝鲜女足将退出明年2月在韩国
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选赛A组比赛。

朝鲜方面日前告知亚足联称，朝鲜女足国家
队将不会参加于韩国济州岛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女
足亚洲区预选赛A组赛事，这项比赛定于2月3
日至9日举行。据悉，朝鲜方面并未解释退出比
赛的具体原因，韩国足协将很快公布这一消息，并
且没有球队将代替朝鲜队参加奥运会预选赛。

此次亚洲区预选赛中，韩国、朝鲜、越南和缅
甸被分在A组，而澳大利亚、中国、泰国和中国台
北队被分在B组。与A组不同，B组比赛将在中
国武汉举行。

赛事路线优化 智慧科技助力

海南三亚马拉松启动报名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拥有中国南端浪漫的

热带滨海赛道，荣获中国田协“金牌赛事”的海南
三亚马拉松，将于2020年2月23日早上6：00在
三亚鸣枪开跑。海南日报记者从组委会获悉，
2020海南三亚马拉松于26日起正式启动报名。

本届马拉松共设马拉松（42.195公里）、半程
马拉松（含携手跑天涯情侣跑，21.0975公里）、迷
你马拉松（约5公里）三个项目。赛事规模20000
人，其中马拉松5000人，半程马拉松7000人，迷
你马拉松8000人。

据了解，为了能让所有跑者都有机会领略岛
屿马拉松的绝美滨海风光，2020海南三亚马拉松
全面优化了赛事路线，将让全程、半程、迷你马拉
松的跑者都有机会饱览三亚绝美景致，用脚步感
受北纬18°的椰梦长廊。

本届海南三亚马拉松将通过人工智能实现动
态“数字化”赛事保障及赛事服务体系，实时医疗救
护追踪及预警，跑者数据全程采集与输出，马博会
人脸识别领物。赛事将智慧技术应用于竞赛全过
程，实现科技与体育的完美融合，保证赛事科学、高
效运行，同时给予跑者更人性化的参赛体验。

2020海南三亚马拉松由海南省人民政府支
持，中国田径协会、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三亚市人民政府主办。

海师青年交响乐团
举办新年音乐会

本报海口12月26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王晓晓）海南师范大学青年交响乐团2020新年
音乐会12月26日晚上在省歌舞剧院举行，以浪
漫高雅的交响乐曲为海口市民奉上了一台精彩的
音乐盛宴。

音乐会在热烈的《春节序曲》中拉开帷幕，随
后，《梁山伯与祝英台》《第二圆舞曲》《D大调大提
琴协奏曲》《未完成交响曲第一乐章》《皇帝圆舞
曲》等乐曲轮番上演。音乐会结束后，在观众持续
而热烈的掌声中，青年交响乐团又返场为观众献
上了一首《拉德斯基进行曲》，回馈观众的热情并
为大家送上新年祝福。

据了解，海南师范大学青年交响乐团成立于
2018年，乐团现有成员69名，由海南师范大学音
乐学院的青年教师和管弦乐专业在读学生组成，
平均年龄21岁。

300余名棋手角逐
省国际象棋冠军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童星杯”海南省第十
六届国际象棋冠军赛近日在海口举行。比赛吸引
了来自海口、三亚、儋州、万宁、东方、五指山等地
300余名棋手参加。麦亚获得了公开组冠军。

比赛按参赛棋手的年龄分为男子A、B、C、
D1和D2组，女子B、C组和公开组。

获得各组冠军的分别是尹梓维（女子B组）、
罗连琦（女子C组）、王灵果（男子A组）、翁子扬
（男子B组）、王文轩（男子C组）、吴善琦（男子D1
组）、吴卓伦（男子D2组）。

“童星杯”海南省国际象棋冠军赛从第一届开
始的寥寥数人参赛，发展到如今的数百人，比赛规
模不断扩大，参赛人数不断增加，逐渐成为了一个
颇具影响力的大型品牌赛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赞誉，为海南棋牌运动后备人才梯队建设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次比赛由省国际象棋协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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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由省商务厅主办，海
南陆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海南
自由贸易港·海产品贸易高峰论坛在
海口召开。省商务厅、海口市商务局
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广州市海味
干果行业商会、海航冷链集团、海南省
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和海南省汕尾商
会的行业专家、学者、从业者、全产业
链合作者等参加了本次论坛。

本届高峰论坛旨在探讨国际海产
品贸易行业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发展
前景，透过全面的视角把握行业方向，
引领行业创新发展。省商务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应充分发挥海南的地理优
势、资源优势以及建设自由贸易港的
政策优势，创建专业性、高标准、国际

化的海产品贸易平台，提供产业链资
源服务，助力海南经济发展，为海南建
设自由贸易港作出贡献。

论坛期间，还举办了海南国际海
产品交易中心项目立项发布会。海南
陆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
举办本届海南自由贸易港·海产品贸
易高峰论坛及推进海南国际海产品交
易中心项目，是陆侨集团新时代战略
转型的重要举措。陆侨集团凭借多年
来深耕海南特色农业市场的基础和经

验，以及“走出去，引进来”的企业发展
理念，通过与广州市海味干果行业商
会等国内、国际优质机构展开合作，融
合领先的行业标准、独特的经营风格、
先进的管理理念，进行强强联合，发挥
各自优势，共同开拓卓有潜力的海南
海产品贸易市场，为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贡献力量。

据悉，海南国际海产品交易中心
将以“一带一路”倡议、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等国家战略和政策为指导，聚

焦“海南海产品贸易+旅游”融合发展
方向，为海南海产品及旅游产业发展
做出有益探索和实践创新。谋划具有
海南代表性的“海产品贸易”和特色的

“海洋文化品牌”，深入挖掘海南特色
海洋资源、海洋文化、海产品，对标国
际品质和国家标准，打造出集海洋体
验、休闲渔业、文化创意为一体的中国
海产品贸易品牌，树立国际海产品贸
易标杆型企业。

（策划/撰文 张欣）

海南自由贸易港·海产品贸易高峰论坛海口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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