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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3 月 28 日起 市体育中心场馆全面开放
市民出示绿色健康码后可入馆

体坛播报

世界田联考虑
2021年田径世锦赛推迟一年

本报讯（张旻）九江市体育中心一
直都是市民健身活动休闲的好去处。近
期随着疫情防控形势趋稳向好，越来越
多的市民在做好防护措施的前提下，走
出家门，
开启春日运动健身模式，
挥洒汗
水享受运动的畅快，
增强身体免疫力。
根据九江市当前疫情防控的实际
情况及贯彻落实《江西省全面恢复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工作指引》的文件精神，
为了满足广大市民在疫情期间加强体
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的健身需求，九
江市体育中心将于 3 月 28 日起对羽毛
球馆、乒乓球馆、室内篮球馆和游泳馆
等所有健身项目全面恢复对外开放。
所有持九江市体育中心（一卡通、游泳
次卡、游泳年卡）的会员卡有效截止日
期将自动延长 2 个月。
按照“防疫优先、科学评估、分区分
级、精准施策”的开放原则。体育场馆

均采取了进入场馆扫赣通码、测量体
温、登记个人信息等措施进行疫情防
控，确保市民运动健身时的安全。为进
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努力为市民创
造安全有序的健身环境。九江市体育
中心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工作，各场馆恢
复开放时间、范围及人数，
具体如下：
1、羽毛球馆
开放时段：8:30-22:00
需微信订场，
每片场地不超过 4 人
2、乒乓球馆
开放时段：8:30-22:00
需微信订场，
每片场地不超过 4 人
3、室内篮球馆
开放时段：8:30-22:00
需微信订场，每片场地（半场）不超
过8人
4、游泳馆
开放时间：14:30-21:30

需微信预约，馆内同时段健身人数
不超过 40 人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九江市
体育中心配足疫情防控物资，常态化做
好场馆消毒、通风和卫生清洁工作，设
立废弃口罩专用桶，室内场所保持通风
和换气，组织工作人员进行疫情防控知
识培训，并安排工作人员值守，全面做
好各项防疫工作，用优质服务让广大市
民安心运动，感受运动健身的乐趣。多
一份运动，多一份健康，多一份快乐。
九江市体育中心祝您健身愉快，感谢您
的理解和配合！
（更多详情请前往九江
市体育中心公众号了解相关信息）

德奥委会主席自我隔离
其子确诊感染

东京奥运延期 接下来怎么办？
核心
提示

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
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 24 日正式宣布，
原定于今夏
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将改期至 2020 年后，
但不迟于 2021 年夏天举行。
虽然关于东京奥运会能否如期举办的争论终可告一段落，
但推迟奥运会是一项庞大的工
程，
将有无数问题提交给组织者和举办城市东京：
确定新的比赛日期，
门票如何处理，
场馆怎样
保留，
酒店预订如何处理，
资格赛如何进行，
比赛冲突怎么办，
运动员状态又如何调整……

1 火炬接力暂时取消
国际奥委会原本在 22 日宣布将在
四周内做决定，
但当延期突如其来时，
首
当其冲的是原定于 26 日开始的火炬接
力。最近几天，奥运圣火一直在日本
2011 年地震灾区巡展，每天都吸引了大

批居民参观，
引发了对疫情扩散的担忧。
此前有报道称，预计圣火接力将在
更小范围、
没有观众下进行，
而在火炬传
递方案出台前，圣火都将以汽车运载。
但东京奥组委 25 日发布通知，
火炬传递

暂时取消，
待重新规划之后再重新启动。
国际奥委会说奥运圣火将作为承
诺与希望的象征留在日本，东道主将在
哪里安置奥运圣火，又将如何规划新的
火炬接力？还需等待。

2 比赛日期定何时？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他目前
还没有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讨论具体的
比赛时间问题。
“这将由协调委员会和东
京奥组委负责。我们需要协调委员会与
包括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在内的各方密
切配合。
”

足球欧锦赛和美洲杯已经推迟到
2021 年，如今奥运会也推迟到 2021 年，
将跟基础大项游泳和田径的世锦赛冲
突。
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坦言：
“在
四周的时间内，需要协调 33 项奥运赛

事和 22 项残奥赛事。光是考虑就需要
很长时间，讨论很久也是没办法的。
”
几 乎 全 部 33 个 东 京 奥 运 大 项 在
2021 年都有重要赛事，好在世界田联和
国际泳联等不少单项体育组织均已表
示，
愿意给 2021 年的奥运会让路。

3 巨额经济损失如何应对？
多家日本媒体推测，东京奥运会推
迟举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 60 亿
美元。最直接的损失就是很多工程项
目的违约。位于东京晴海的奥运村本
来计划好会后改建为公寓出售，房屋大
约 4100 套，许多房子已经出售，交房时
间是 2023 年 3 月。如果奥运会被推迟，
很多购房者肯定会要求赔偿损失。
奥运会的主新闻中心和国际广播
中心租用的是东京国际展览中心的场

地，展览中心明年的租借方已经确定，
奥组委再次租用东京最大的展厅不仅
需要房租，还需要给新的参展商巨额赔
偿费。很多其他的比赛场地和酒店也
面临同样的问题。
东京奥运会的门票销售异常火爆，
已经卖出大约450万张。延期之后，
这些
门票的有效性如何处理目前还不清楚。
人工成本也是一项非常大的开
支。东京奥组委现在有 3000 多名工作

人员，随着比赛的临近，奥组委还聘用
了一些短期合同员工，推迟奥运会后所
有人的合同都要重新签订。
国际奥委会有风险管控政策和相关
保险，
但延期无疑打乱了转播商的计划，
而这是国际奥委会收入的主要来源，赞
助商的推广也需要重新规划，而运动员
和代表团的相关赞助合同也陷入困境。
无论对日本、国际奥委会还是各利益相
关方来说，
巨额经济损失已不可避免。

4 资格赛怎样推进？
疫情之下，运动员无法通过比赛获
取奥运门票。目前，东京奥运会 57%的
运动员已经获得入场券，余下的 43%需
要在保障公平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规
则调整。国际奥委会此前表示，全部 33

个奥运大项将在 4 月初公布晋级规则
的修订版。
奥运会四年一个周期，运动员也有
其自身的竞技周期，
他们往往根据大赛日
历来安排训练。延期肯定会导致一些运

新华社北京 3 月 25 日电（记者吴俊宽 马
向菲）世界田联当地时间 24 日在官网发表声
明，表示支持推迟东京奥运会，并已着手与
2021 年田径世锦赛组委会协商更改比赛日期
为奥运会“让路”的方案，其中将世锦赛推迟到
2022 年是备选方案之一。
“世界田联欢迎国际奥委会和日本政府将
东京奥运会推迟到 2021 年的决定。这是运动
员们所希望的，我们相信这个决定能让所有的
运动员、技术官员和志愿者们在目前充满未知
和变数的时局下感到一些安慰。
”
世界田联在声
明中说，
“我们已做好准备与国际奥委会和全球
体育界共同协商决定东京奥运会延期的时间。
”
“目前世界田联已经与 2021 年美国俄勒冈
田径世锦赛组委会就推迟比赛的可能性展开
讨论。他们承诺会与各利益相关方及合作伙
伴共同协作，以确保世锦赛能够顺利延期举
行，包括延期到 2022 年的可能性。”
声明说。
世界田联还表示，将尽快对目前的东京奥
运会参赛标准和达标时限进行调整和发布，以
帮助运动员更好地为 2021 年举行的奥运会做
好准备。

动员利益受损，
也会有一些运动员受益。
此外，如果奥运会与单项世锦赛同
时在 2021 年进行，运动员也很难在这
两大顶级赛事中做到平衡。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5 日电）

新华社柏林 3 月 24 日电（记者刘旸）德国
奥林匹克体育同盟（DOSB，即德国奥委会）主
席阿尔方斯·霍曼 24 日通过德新社向外界确
认，因其子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他不得不进行
自我隔离。
霍曼说：
“ 我最小的儿子在 23 日下午收到
了新冠病毒检测结果，是阳性。我们一周前有
过接触，
谨慎起见，
我会居家隔离至 3月 30 日。
”
霍曼表示，德国奥体同盟工作不会受到影
响。
“所有工作还像往常一样，执委会主席韦罗
妮卡·鲁克尔会带领团队处理事务。我和现在
很多德国人一样，在家办公。”
德国奥体同盟 24 日发表声明，欢迎并支持
国际奥委会关于推迟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决定，
称这是为国际体育界和整个国际社会做出的
正确而重要的决定。
声明说：
“ 这项决定可以让目前处在困难
状态的运动员长出一口气，帮助他们缓解在训
练以及获取奥运资格方面的压力。这项决定
体现出体育界为了控制疫情蔓延做了所有能
做的努力。”

德足球职业联盟主席团
提议联赛停摆延至四月底
新华社柏林 3 月 24 日电（魏颀）德国足球
职业联盟 24 日召开主席团视频电话会议，通过
了德甲和德乙联赛停赛时间至少延长至 4 月
30 号的提议。3 月 31 日，有德甲、德乙 36 家俱
乐部代表参加的成员大会将审核该提议。
此前 3 月 16 日举行过一次德国足球职业
联盟成员大会，会议决定德甲和德乙联赛暂时
停赛至 4 月 2 日，并将根据形势在 3 月 31 日的
成员大会上再做进一步决策。
德国足球职业联盟在发表的公告中表示，
主席团一直在研究不断变化的疫情形势下各
种可能的行动方案，包括以最少的人力组织空
场比赛，以争取实现在 6 月 30 日之前完成本赛
季剩余比赛的目标。但联盟也明确表示，这一
切将以法律和政府卫生指令为先决条件。
德国新冠肺炎疫情日益严峻，根据德新社
报道，截至 24 日，德国已经有超过 3 万名确诊
病例。目前，德甲法兰克福、柏林赫塔和帕德
博恩俱乐部都有球员被确诊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