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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杯”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四川赛区决赛日前收官

8位四川棋王在新区诞生

日前，
日前
，
“天府杯
天府杯”
”2018
2018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
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
业余棋王赛四川赛区决赛暨四川省全民健身第
11届象棋棋王赛在天府新区盛大开幕
11
届象棋棋王赛在天府新区盛大开幕，
，本次比
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
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
、中国象棋
协会指导，
协会指导
，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
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
、四川省社会体
育指导中心、
育指导中心
、四川省棋类协会主办
四川省棋类协会主办，
，新区基层治
理和社事局、
理和社事局
、成都棋院承办
成都棋院承办。
。
全省各地13000
全省各地
13000余名象棋选手参与前期
余名象棋选手参与前期122
122
场预选赛，
场预选赛
，最终决出
最终决出200
200名棋手
名棋手，
，齐聚天府新区展
开对决。
开对决
。其中年龄最小的仅
其中年龄最小的仅7
7 岁 ，年龄最大的
年龄最大的70
70
岁 。200
200名运动员分别在男子组
名运动员分别在男子组、
、女子组
女子组、
、老年男
子组、
子组
、老年女子组
老年女子组、
、少年男子组
少年男子组、
、少年女子组
少年女子组、
、儿
童男子组、
童男子组
、儿童女子组等
儿童女子组等8
8个组别展开较量
个组别展开较量。
。
经过3
经过
3天52
52轮的激烈争夺
轮的激烈争夺，
，最终赵攀伟
最终赵攀伟、
、周国
素 、张华明
张华明、
、蔡润清
蔡润清、
、闵仁
闵仁、
、周博靓
周博靓、
、穆如清风
穆如清风、
、周
延禧分别获得男子组、
延禧分别获得男子组
、女子组
女子组、
、老年男子组
老年男子组、
、老年
女子组、
女子组
、少年男子组
少年男子组、
、少年女子组
少年女子组、
、儿童男子组
儿童男子组、
、
儿童女子组“棋王
棋王”
”，并将领衔各组别优胜名次棋
手和其他直通棋手代表四川参加11
手和其他直通棋手代表四川参加
11月在江苏进
月在江苏进
行的全国总决赛。
行的全国总决赛
。

比赛对决激烈

最大70岁最小7岁 争夺激烈

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中
国象棋协会联合创办的一项面向
群众参与的象棋赛事，由预选赛+
省级赛区决赛+全国总决赛组成。
比赛自2016年开始，在全国各省、
直辖市、自治区设立赛事，累计参
赛规模近百万人，是世界上参与人
群最多、组织规模最为庞大的一项
象棋赛事。四川省象棋棋王赛自
2005年首届举办以来，至今已走过
10届，产生了冯金贵、曾军、杨辉、
王晟强、赵攀伟等多位棋王。四川
省棋王赛已成为西部乃至全国的
传统性象棋赛事。全国棋王赛四川
赛区决赛和四川省棋王赛的联袂
上演，是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大力
推进兴隆湖经常性赛事活动开展，
创建赛事名城示范区的又一力作。
据成都棋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次比赛的精彩落幕，标志着2018
业余棋王赛四川赛区122场预选赛、

自贡的汤理林小朋友是全场年
纪最小的选手，小小的身板在场上
经常跟对面的选手形成巨大的反
差。
别看少年年纪小，
记者在现场看
到这位选手已经赢得了两轮胜利，
“比赛很艰难，赢得很困难。但是有
信心拿名次！
”
汤理林两轮比赛后告
诉记者。带汤理林前来比赛的汤爸
爸说：
“在学校基本上没有什么对手
了，
此次前来参赛，
就是想通过比赛
锻炼和修正孩子在平时下棋中的缺
点，比如爱下快棋，思考不够深入，
赢了容易骄傲，
输棋后又比较沮丧，
希望能够通过象棋这项运动来对性
格和品格上有所打磨。
”

赛事累积参赛规模近百万人
本次比赛最小棋手汤理林（右）在对弈中

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是由国

1场决赛的组织工作圆满结束。
四川
赛区做好充分规划，科学制定办赛
方案，较前两年投入了更多的人力
物力财力到各地预选赛的策划和举
办当中。四川赛区运行3年以来，参
赛人次年年攀升，办赛规模逐步扩
大，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2016年，
四川赛区举办了10场预选赛和1场
决赛，参赛规模1206人次；2017年，
四川赛区举办了35场预选赛和1场
决赛，参赛规模4928人次；2018年，
四川赛区从1月启动以来，
前后历时
10个月时间，
赛区共举办了122场预
选赛，参赛规模达到12753人次，是
2017年的2倍多，
是2016年的10倍多，
2018四川赛区的各项数据和指标有
望排名全国第一。

新区创建世界赛事名城示范区
比赛开赛仪式上，新区基层治

36场演出 6000人次观看

新区道路停车收费
电子发票上线

2018年华阳街头群众文化艺术节圆满落幕

旋转、舞动，
表演生动

流行歌曲演唱满足了年轻市民的需要

街头群众文化艺术节吸引了不少市民观看

近日，历时一个月的首届“天府
梦享·艺韵华阳”2018年华阳街头群
众文化艺术节圆满落下帷幕。
“天府梦享·艺韵华阳”2018年
华阳街头群众文化艺术节自9月28
日开幕以来，在南湖公园、戛纳湾、
益州国际广场、蓝润广场、宏达世纪
锦城五处点位于每周五、周六同时
演出，历时整整一月时间，来自28个
社区本土艺术团队的200余名演员
带来了36场高水准的艺术演出，现
场观众累计6000人次。
演出涵盖器乐演奏、大型舞蹈、
时装秀、川剧、快板、武术表演、吉他
弹唱等诸多形式，格调高雅，内涵丰
富，形式新颖，曲目时尚，整体演出
节奏紧凑，节目质量高，取得了很好
的演出成效，获得现场观众的一致
好评。
本届街头文化艺术节精心挑选
了众多优质节目，其中《芳华》
《前进
吧中国共产党》
《秋水伊人》等舞蹈在
天府新区举办的舞蹈比赛中分别获
奖。
《人民军队忠于党》等器乐集体演
奏气势恢弘大气，
为演出增添了别样
的特色。
川剧《收黑虎》充分展现了天
府文化、传统文化的魅力，其内容诙
谐幽默，演出专业细致，广受观众喜
爱，尤其是其中老虎的扮演惟妙惟
肖，
很多小朋友争相与之合影。
本届街头文化艺术节满足了不
同年龄、不同层次群众的不同观赏
需求，营造了较好的现场氛围，呈现
出了较高的艺术水平，给华阳老百
姓奉献了一台内容丰富多样的文化
大餐，受到了现场观众的热烈回应
及领导的一致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街头文化
艺术节诸多节目源自社区艺术团
体，不仅为本土艺术团体提供了广
阔舞台，同时也调动了华阳市民文
化艺术创作积极性，进一步提升了
华阳本土艺术创新能力，使艺术更
加贴近生活，
贴近普通百姓。
本届街头文化艺术节以“天府
梦享·艺韵华阳”为主题，通过一系
列街头文化演出活动，向广大华阳
市民提供贴切、高雅、时尚、精致的
艺术公共文化服务，集中展示了华
阳本土艺术团体健康快乐、积极向
上的正能量，丰富了群众艺术生活，
进一步提升了华阳城市文化品位。
天府之声记者 杨燕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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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社事局教育体育处处长杨远
东在致辞中表示，象棋作为我国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大
力弘扬象棋文化，持续开展全民健
身运动，为传承天府文化、成都市
创建世界赛事名城贡献力量。天府
新区将通过大力弘扬象棋文化，持
续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将天府新区
成都直管区创建为世界赛事名城
示范区。
四川省棋类协会副主席张卫
东在讲话中表示，四川省象棋人口
庞大，群众基础深厚，青少年教育
持续跟进，展现了我省象棋文化持
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特别是我
省在象棋赛事活动开展方面，影响
巨大，我们继续以《棋城振兴计划》
为指引，打造以成都为中心，辐射
全川的象棋赛事文化名片，实现象
棋更深入地普及和推广。
天府之声记者 钟劼霓 摄影报道

近日，天府新区又添一项与
市民息息相关的便民服务——
道路停车收费全面实行电子发
票，这在全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
管 理 中 也 属 创 新 ，且 为 省 内 首
例。据悉，该项措施是天府新区
若干重大便民惠民措施之一，由
道路停车主管部门天府新区公
安分局、成都天投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成都市停车行业协会在国
税部门指导下，经过半年多精心
准备完成。
随着互联网平台的业务创新
蓬勃兴起，电子发票方便、快捷、
绿色、环保等优势凸显，其保管、
查询、调阅更加方便。
电子发票的
启用，有效克服了占道停车传统
收费方式手撕发票、缺乏停车时
代体验、泊位资源利用率低等问
题；
同时，
天府新区占道停车电子
发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那就
是可以合并开具电子发票，停车
人在成都天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所管理的任一道路停车路段产生
并支付成功的停车费，均可以合
并开具成一张电子发票，极大地
方便了停车人财务报销。
天府新区占道停车电子发票
上线后，市民扫描二维码支付成
功即可通过电子发票了解包括车
牌号码、停车地点、停车时间、停
车费用等具体内容，
若使用“天府
停车”
微信公众号、支付宝生活号
客户端支付即可获得平台推送的
电子发票信息，停车人根据电子
发票信息提示，
填写发票抬头，
下
载电子发票 PDF 文档或通过平
台将开具的电子发票发送至指定
邮箱。这既有效减少了客户获取
发票的时间及成本，进一步提升
了客户感知和满意度，该应用又
使用了统一的发票管理平台，减
少了原纸质发票的印制、保管和
传递等管理成本，为实现停车收
费管理无人化及设立自助缴费停
车场打下了基础。
下一步，成都天投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将积极进行电子发票推
行工作，发放推行增值税电子普
通发票公告以及电子发票获取指
南等宣传资料，用简洁易懂的图
文形式，对电子发票的开具等内
容进行解疑释惑，引导市民使用
电子发票，全面提升市民感知和
满意度。
天府之声记者 龚靖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