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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发表新年致辞

2021年 1月 1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发表新年致辞，呼吁世

界团结起来，让体育发挥更多作用。同事，巴赫在致辞中对东京奥运

会和北京冬奥会的筹备工作表示赞赏，并期待两届盛会的举行，“奥

运盛会将成为黑暗隧道尽头的光，成为在多元化的世界中彰显人类团

结与坚韧的庆典。”

巴赫表示，已经过去的 2020年非常特别，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经

历，必须面对许多挑战。“但对于奥林匹克大家庭而言，我能说，我

们已经成功将这些挑战转化为机遇。”他认为，无论是对身心健康的

作用，还是对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作用，体育所扮演的角色都得到

了更广泛的认可。“我们与世界卫生组织签署了新的合作协议，并与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发起了‘健康在一起’行动，它正在覆盖世

界的每一个角落。”

巴赫还强调，筹办东京奥运会与北京冬奥会是国际奥委会 2021

年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他特别赞赏了北京冬奥会的筹备工作，“并

不能说‘东京奥运会结束后才是北京冬奥会’，我们现在就需要为北京

冬奥会做好准备。在中国的伙伴和朋友身上，我们看到了承诺与决心，

冬奥场馆已经为全世界最好的运动员们做好了准备。”

巴赫为咱们冬奥会筹备工作点赞的几乎同一时间，历经 4年的艰

辛建设，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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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延庆冬奥村及山地新闻中心四大场馆全面完工，“山林场馆、生

态冬奥”由蓝图变为现实。

尽管全球疫情形势仍然严峻，但正如巴赫所说，奥运盛会就如黑

暗尽头的光芒。让我们一起期待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吧！

北京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聘任克罗地亚教头斯拉文·比利奇为国安一

线队主教练

2021年 1月 6日，北京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对外宣布：聘任克

罗地亚教头斯拉文·比利奇为国安一线队主教练，比利奇及其团队与

俱乐部签约至 2022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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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俱乐部为比利奇制作的欢迎海报。

出生于 1968年的比利奇，球员时代曾效力于德甲卡尔斯鲁厄队、

英超西汉姆联队和埃弗顿队等劲旅，同时也是克罗地亚国家队主力后

卫，随队夺得 1998年法国世界杯季军。执教后的比利奇，最让球迷

津津乐道的经历就是在 2008年率领克罗地亚队在欧锦赛上打入 8

强。加盟国安队前，他在英超西布罗姆维奇队执教。

对于比利奇，不少中国球迷并不陌生，“个性”“耳钉”“摇滚”都是

他身上的标签。酷爱摇滚乐的他，临场指挥极富感染力，并且从不畏

惧强队。执教英超西汉姆联队期间，比利奇曾率队多次击败强队，被

外界称为“强队杀手”。正因此，大部分球迷认为，比利奇的性格能很

好地与北京这座城市的气质相契合，对于他带队的前景持乐观态度。

据悉，比利奇或在本月下旬来华，并指挥球队展开冬训。届时，

队内几名外援的去留也将最终敲定。在官宣新帅的同时，国安俱乐部

也向前任主帅热内西奥表达了感谢。

主帅新人换旧人，国安队接下来的备战也将开始，让我们期待“御

林军”新赛季能带来更多惊喜吧！

丁俊晖之后，中国斯诺克又有了大赛冠军：颜丙涛！

当地时间 1月 17日晚（北京时间 1月 18日凌晨），中国“00

后”新星颜丙涛在 2021年斯诺克大师赛决赛中，10比 8击败名将希

金斯，成为丁俊晖后第二位获得斯诺克三大赛的中国球手，并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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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周岁的年纪，成为大师赛史上第二年轻的冠军（第一年轻为 1995

年，19岁夺冠的“火箭”奥沙利文）。

颜丙涛 2000年 2月 16日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14岁时创下

获得世界业余锦标赛冠军最年轻纪录，17岁在正式比赛中击败过奥

沙利文和希金斯等世界名将。上赛季，颜丙涛问鼎斯诺克球员巡回锦

标赛分站赛冠军，成为史上首位“00后”排名赛冠军。这次，他拿到

了象征斯诺克界最高荣誉的三大赛事（世锦赛、英锦赛和大师赛）之

一的大师赛冠军，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赛后，颜丙涛在女友的翻译下，接受了现场采访，在狠狠“秀了

一把”恩爱的同时，看上去有些沉闷的他也幽了一默：“我想问一个问

题，奖杯能不能带走？”在感谢家人、球迷支持的同时，颜丙涛也谈

起了自己与“前辈”丁俊晖的对比，“晖哥是不可超越的，我只想做最

好的自己。既然选择了斯诺克，就要坚定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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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新华社

其实，现在说颜丙涛有望接班丁俊晖还为时尚早，但他的前途已

经别外界广泛看好。“火箭”奥沙利文就曾说，相比丁俊晖，颜丙涛是

更有希望获得斯诺克最重量级赛事、世锦赛冠军的中国球手。无论怎

样，颜丙涛只有 21岁，让我们期待他的未来。

日本政府方面再次对东京奥运会的未来表态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政府发言人加藤胜信 2021年 1月 17日表

示，日本各方正在致力于筹办东京奥运会，侧面反驳了最近关于奥运

会可能无法举行的传闻。

加藤胜信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我们已经决定了（东京奥

运会的）场馆和赛程，所有相关人员正在为奥运会的举办做准备，其

中也包括准备疫情的控制。”

事实上，由于日本最近的新冠疫情形势恶化，日本国内外怀疑东

京奥运会无法在 7月如期举行的声音开始增多。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

臣河野太郎上周也承认，对于东京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必须“准备 B

计划和 C机会”。不过，国际奥委会、东京奥组委和日本首相菅义伟

始终承诺，东京奥运会将如期举行。

另据日本《读卖新闻》的最新报道，国际奥委会考虑将参加东京

奥运会开幕式的运动员减半，也就是减到大约 6000人，作为防控新

冠疫情扩散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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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形容，东京奥运会目前的命运，像“一支重新被悬

挂起来的‘靴子’”。不过，在全球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时，奥林匹

克所传递出的特殊的鼓舞意义，不正是危机之下全人类所需要的吗？

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所说，“无论这条黑暗的隧道有多长,我

们都会一起走过尽头,奥运圣火就是隧道尽头的光。”

孙杨案迎来转机

北京时间 1月 15日，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发布公告，称去年 12

月 24日撤销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对孙杨 8年禁赛的理由，是由于当时

负责此事的仲裁小组主席弗拉蒂尼曾公开发表过针对中国人的种族

歧视言论，因此仲裁小组的公正性存疑。有关孙杨职业命运的裁决，

将择日进行。

事实上，仅从孙杨案本身看，这则消息并无实质性进展，只是对

去年 12月 24日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给出了解释。其实，作为

孙杨案的另一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已经在去年 12月 24日的公

告中，对这一层意思有所流露。当时的公告中称，“此案交回国际体

育仲裁法庭并由另一位主席负责审理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将再次有

力地陈述自己的观点。”

国内资深体育律师俞圣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孙杨案再审有三种

可能，一是全面驳回WADA要求对孙杨禁赛 8年的主张，维持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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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联认定孙杨无过错的裁决；二是全面支持WADA的上诉，同样作

出禁赛 8年的处罚；三是支持WADA上诉，但缩短禁赛期。

不过，在下一次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做出裁决前，从法理上，孙杨

是具备参加任何比赛的资格的。但他能否参加今年 7月进行的东京奥

运会，还是未知数。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首次制冰工作正式宣告完成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首次制冰工作正式宣告完成，这也标志着

“冰丝带”正式具备了迎接测试赛的条件。

完成制冰工作后的“冰丝带”冰面 图片来源于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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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丝带”冰面面积 1.2万平方米，通过分模块控制单元，可以根

据不同项目分区域、分标准进行制冰，既能满足冬奥会速度滑冰比赛

使用要求，还可以根据不同冰上项目对冰面的使用需求分区域制冰。

另外啊，咱们这次制冰采用的是绿色、环保的二氧化碳跨临界直

冷制冰系统。据介绍，“冰丝带”选用了环保型和可持续性最好的冷媒

——二氧化碳制冷剂，其无色无味，不助燃，不可燃，是环保型和可

持续性最好的冷媒之一。与常规制冷剂相比，可以提升能效 20%以

上。同时，采用二氧化碳制冷，有把握实现冰表面温差不超过 0.5℃，

利于运动员创造好的成绩。为了确保冰面质量满足冬奥会比赛标准，

冬奥组委体育部特聘制冰专家Mark与国内外制冰师联合进行首次制

冰。

速度滑冰世界冠军、“冰丝带”运行团队速度滑冰项目竞赛主任王

北在这块儿崭新的冰面上滑了一圈儿，创造了个人退役后的最好成

绩，她点评说：“整个冰面的软硬度、滑度和平整度很好，由内到外

的三条赛道我都一一尝试了，感觉很棒。”

有了这么好的冰面，就等着北京冬奥会上各路高手在“冰丝带”创

造好成绩了！

北京冬奥会冰球训练场馆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制冰完毕并通过验收

2021年 1月 25日，北京冬奥会冰球训练场馆五棵松冰上运动中

心制冰完毕，并通过北京冬奥组委组织的专家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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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图片来源：新华社

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坐落于北京冬奥会冰球比赛场馆五棵松体

育馆的东南侧，总建筑面积约 38960平方米，地上、地下各两层。

地下两层为冰场，设置南北两块可转换场地；地上两层为体育文化配

套用房和一个剧场。北京冬奥会期间，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将承担冰

球训练任务，通过地下球员专用通道与冰球比赛场馆五棵松体育馆相

连，运动员可通过该通道往返比赛馆和训练馆。

1月 25日当天，北京冬奥组委邀请来自美国的主制冰师多恩·莫

法特进行验收。这名拥有丰富经验的美国专家对冰上运动中心的冰面

条件赞不绝口，他说：“这个训练馆，包括冰面确实是非常好、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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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完全符合冬奥会要求，相信届时运动员们在这里会非常享受训练

的过程。”

据介绍，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是国内领先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

冷系统的体育场馆，使用二氧化碳作为制冷剂，绿色、环保、无污染，

并且可实现低能耗和高效的热回收，制冰余热回收后可用于冰场采

暖、洗浴热水、地坪加热，使制冰能源在整个场馆有效利用起来。

2021年亚冠联赛分组抽签结果出炉

北京时间 1月 27日，2021年亚冠联赛分组抽签结果出炉，需要

参加附加赛的北京国安队如果晋级正赛，将与“老冤家”韩国蔚山现代

队再次相逢。



法律资讯

11

亚冠抽签结果

根据抽签结果，国安队将首先在第二轮资格赛中遭遇，澳大利亚

布里斯班狮吼队与菲律宾卡雅队比赛的胜者。不出意外，国安队应该

是和澳超劲旅争夺正赛名额。两队此前在亚冠联赛中交手 4次，双方

战绩都是 1胜 2平 1负。

一旦顺利进入正赛，国安队的对手将是泰国巴吞联队、越南电讯

体工队和韩国蔚山现代队。从实力上说，两个东南亚对手应该难不倒

“御林军”，但蔚山现代队去年正是在淘汰赛阶段中战胜国安队晋级，

并最终夺冠。今年有机会再战卫冕冠军、“老对手”，相信国安队将在

新帅比利奇的带领下尽全力争取“复仇”。

其他中超球队方面，上赛季中超冠军江苏队将与日本名古屋鲸

队、马来西亚柔佛新山队及一支资格赛球队同组（极有可能是韩国浦

项铁人队）；上赛季中超亚军广州队与菲律宾联合城市队、日本联赛

冠军川崎前锋队及一支资格赛球队同组（极有可能是韩国劲旅大邱

FC队）；去年足协杯冠军山东队则与泰国狮子港队、中国香港杰志

队及一支资格赛球队同组（极有可能是日本大阪樱花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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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速递

反兴奋剂中心发布 2021《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中文译本

https://www.chinada.cn/jx/zxdt/20201229/3706.html

新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及相关国际标

准，将于 2021年 1月 1日起生效。为推动对《条例》的学习、理解

和研究，确保国内、国际规则的协调一致，2020年 2月，反兴奋剂

中心启动了《条例》的翻译工作，经过多轮研讨和专家审校，现已定

稿。现将《条例》中文译本对外发布。如果中文译本与英文版本存在

不一致，仍应以英文版本为准。

《条例》中文译本封面

https://www.chinada.cn/jx/zxdt/20201229/37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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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总局关于印发《反兴奋剂规则》的通知

http://www.sport.org.cn/search/system/zdxwj/2019/1230/308086.html

体规字〔2020〕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中央军委训

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有关厅、司、局，体育总局各运动项目

管理中心、有关直属单位、中国足球协会、中国篮球协会、中国田径

协会，各改革试点项目协会：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兴奋剂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落实体育总局《反兴奋剂工作发展规划（2018-2022）》和《“反兴

奋剂工程”建设方案》要求，完善反兴奋剂法律法规体系，为体育强

国建设和坚决推进反兴奋剂斗争提供更为有力的法治保障，体育总局

对《体育运动中兴奋剂管制通则》（体规字〔2018〕4号）进行了全

面修订，并吸纳了《兴奋剂违规听证规则》（体规字〔2018〕5号）、

《运动员行踪信息管理规定》（体反兴奋剂字〔2016〕88号）、《运

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体反兴奋剂字（2018）208号）的相

关内容，形成了《反兴奋剂规则》，作为规范反兴奋剂工作具体实施

的技术性、操作性规则。现将该规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体育总局

2020年 12月 28日

http://www.sport.org.cn/search/system/zdxwj/2019/1230/3080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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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体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滑雪场所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http://tyj.beijing.gov.cn/bjsports/zfxxgk_/zfxxgkzl/fdzdgknr/aqscjdjc/10

916608/index.html

“当前本市冰雪场所逐步复工复产，大众参与冰雪运动热情高涨，

但近期周边个别滑雪场先后发生人员伤亡事件，给冰雪运动场所安全

管理工作再次敲醒了警钟。为进一步加强本市滑雪场所安全管理工

作，保障广大市民参与滑雪运动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预防安全事故的

发生，发此通知。”

《清理整治武术乱象规范赛事活动管理办法》印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7%90%86%E6%95%B4%E

6%B2%BB%E6%AD%A6%E6%9C%AF%E4%B9%B1%E8%B1%A1%E8%A7%

84%E8%8C%83%E8%B5%9B%E4%BA%8B%E6%B4%BB%E5%8A%A8%E7

%AE%A1%E7%90%86%E5%8A%9E%E6%B3%95/55947892

http://tyj.beijing.gov.cn/bjsports/zfxxgk_/zfxxgkzl/fdzdgknr/aqscjdjc/10916608/index.html
http://tyj.beijing.gov.cn/bjsports/zfxxgk_/zfxxgkzl/fdzdgknr/aqscjdjc/10916608/index.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7%90%86%E6%95%B4%E6%B2%BB%E6%AD%A6%E6%9C%AF%E4%B9%B1%E8%B1%A1%E8%A7%84%E8%8C%83%E8%B5%9B%E4%BA%8B%E6%B4%BB%E5%8A%A8%E7%AE%A1%E7%90%86%E5%8A%9E%E6%B3%95/559478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7%90%86%E6%95%B4%E6%B2%BB%E6%AD%A6%E6%9C%AF%E4%B9%B1%E8%B1%A1%E8%A7%84%E8%8C%83%E8%B5%9B%E4%BA%8B%E6%B4%BB%E5%8A%A8%E7%AE%A1%E7%90%86%E5%8A%9E%E6%B3%95/559478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7%90%86%E6%95%B4%E6%B2%BB%E6%AD%A6%E6%9C%AF%E4%B9%B1%E8%B1%A1%E8%A7%84%E8%8C%83%E8%B5%9B%E4%BA%8B%E6%B4%BB%E5%8A%A8%E7%AE%A1%E7%90%86%E5%8A%9E%E6%B3%95/559478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7%90%86%E6%95%B4%E6%B2%BB%E6%AD%A6%E6%9C%AF%E4%B9%B1%E8%B1%A1%E8%A7%84%E8%8C%83%E8%B5%9B%E4%BA%8B%E6%B4%BB%E5%8A%A8%E7%AE%A1%E7%90%86%E5%8A%9E%E6%B3%95/55947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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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机

构）、武术协会：

经中国武术协会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并报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

动管理中心批准，现将《清理整治武术乱象规范赛事活动管理办法》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体育总局武术中心 中国武术协会

2021年 1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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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DA修订《2021国际实验室标准指南》

http://www.wada-ama.org/en/media/news/2021-01/wada-releases-ne

w-and-updated-guidelines-to-complement-the-2021-international

为帮助实验室和反兴奋剂组织更好的理解和应用《2021国际实

验室标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对《实验室指南》进行了

修订。

新《实验室指南》已于 2021年 1月 1日生效，与旧版本相比增

加、修改了如下内容：

新增内容：通过聚合酶链反应进行基因兴奋剂检测

修改内容：

人类生长激素（hGH）生物标记检测（3.0版）

反兴奋剂委托检测与附加检测实操与报告制度（3.0版）

医疗用药豁免询问制度（4.0版）

WADA根据《2021国际实验室标准》制定了《实验室指南》,

旨在为WADA委托的实验室、WADA认证的运动员生物护照实验室，

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详尽的技术指导和程序指引。根据《世界反

兴奋剂条例》加强反兴奋剂工作是WADA的一项重要使命，而定期

对《实验室指南》进行修订则反映了WADA的反兴奋剂检测工作和

检测结果报告工作在科技应用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虽然《实验室指

南》并非强制性规定，但希望受委托实验室和认证实验室尽量采用指

南推荐的实操方法。

http://www.wada-ama.org/en/media/news/2021-01/wada-releases-new-and-updated-guidelines-to-complement-the-2021-international
http://www.wada-ama.org/en/media/news/2021-01/wada-releases-new-and-updated-guidelines-to-complement-the-2021-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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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案例

《民法典》实施后的“体育第一案”：“羽毛球伤害案”

2021年 1月 4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了《民法典》实

施后的“体育第一案”： 原告与被告均为羽毛球业余爱好者，双方在

3V3比赛中，原告被被告击打的羽毛球击中右眼，被诊断为右眼人工

晶体脱位、前房积血等。

原告认为被告明知其年纪大、反应慢、眼睛受过伤，仍未履行注

意义务，选择向原告大力扣球，致使原告右眼受伤，接近失明，构成

重大过失。退一步讲，即使被告行为不构成重大过失，也应适用公平

责任，由双方分担损失。

被告对此不予认可，称原告已经七十多岁，眼睛也曾受过伤，受

伤前原告已经连续参加三场比赛，其应知道自身身体条件是否适宜继

续参加比赛及其风险。且事发时被告位于场地的中后场位置，没有重

力扣杀，是平打过去的，被告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法院一审认为，羽毛球运动是典型的对抗性体育运动项目，除扭

伤、拉伤等风险外，较为突出的风险即为参赛者易被羽毛球击中。原

告作为多年参与羽毛球运动的爱好者，对于自身和其他参赛者的能力

以及此项运动的危险，应当有所认知和预见，但仍自愿参加比赛，应

认定为自甘冒险的行为。在此情况下，只有被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时，才需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否则无需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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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体育 1+1”栏目联合广州市律师协会文化法律专业委员

会主任、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主任邹耀明带来专业点评，重点解

读“风险自担原则首次写入法律”。

记者：“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民事领域基础性、

综合性的法律，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和体育有哪些联系？

邹耀明：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体育在满足人民生活

美好向往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全民健身、体育消费越来越受广

大人民群众的青睐。为此，体育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增长点和支柱

产业。故《民法典》的颁布，可以让体育行业更加规范有序、健康可

持续发展，体育民事权益将会得到更加全面有效的保护。

记者：《民法典》与体育相关的法条中，哪一条让您印象最为深

刻？

邹耀明：《民法典》第 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

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

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的除外。”

“风险自担原则”首次写进法律，让体育人身损害纠纷有了统一的裁判

法律依据。

记者：之前类似纠纷如何裁决？

邹耀明：体育运动本身就具有对抗性、激烈性、开放性、不可预

见性的特点，特别是有身体接触的体育项目，对身体伤害的可能性就

更大。因此，体育行业与交通行业一样，是人身损害纠纷的高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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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体育活动或赛事中的人身损害事故，法律没有明确统一裁

判的法律依据，导致出现了不同的裁判结果，在司法实践中通常适用

较多的是“过错责任原则” 或“公平原则”，其结果是体育活动中只要

有人受伤，不管其他参与者是否有故意或重大过失，都要承担责任。

由于体育活动中人身损害事故的责任承担不清晰，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广大群众参与有对抗性体育活动的积极性，特别是中小学不积极组织

学生参与有对抗性的体育活动，因噎废食，很多学校不开展有对抗性

的体育教学和比赛，直接影响全民体质全面发展。《民法典》第 1176

条，是对“风险自担原则”的规定，是来自英美法的免责事由，我国原

《侵权责任法》及其他法律没有规定这一免责事由，此条是我国第一

次写进法律，并明确风险自担原则的事由。风险自担适用于所有体育

活动

记者：什么是“风险自担原则”？

邹耀明：风险自担是指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体育活动，因其

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要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

任。其构成要件是：1、参加的体育活动有一定的风险，特别是足球、

篮球、橄榄球、拳击、综合性格斗、跆拳道、柔道等对抗性比较强的

项目；2、受害人自愿参加并认识到风险的存在；3、因其他参加者的

行为造成伤害；4、其他参加者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

记者：这一原则的适用性在什么范围，是职业赛场、业余赛场还

是也包括全民健身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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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耀明：体育活动有竞技体育比赛（比如足球中超、CBA篮球）、

全民健身、校园体育、商业体育等多种类型。不管是哪种类型的体育

活动，只要符合上述规定的要件，都适用“风险自担原则”。因此，“风

险自担原则”的规定，让体育活动的参加者和组织者对体育活动中的

伤害事故，只要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都可以不承担侵权责任。

（以上部分图文来源于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