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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亚运会电子竞技比赛小项正式发布

11 月 5日，杭州亚组委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召开专

题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了杭州亚运会电子竞技小项设置，设英雄联

盟、王者荣耀（亚运版）、和平精英（亚运版）、炉石传说、刀塔 2、

梦三国 2、街霸 5和 FIFA Online 4 等 8 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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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奥理事会高度评价杭州亚运会筹办工作

杭州亚运会乒乓球、霹雳舞场馆 王童 摄

11 月 20 日至 11 月 21 日，亚奥理事会第 76 届执委会会议和第

40 届全体代表大会线上召开，杭州亚组委以远程视频形式参会，杭

州亚组委副秘书长、杭州市副市长陈卫强代表杭州亚组委陈述杭州亚

运会筹办工作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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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杭州亚组委陈述了杭州亚运会筹办的整体工作进展。明确

40个竞赛大项和 61 个分项、482 个小项，电竞、霹雳舞首次成为亚

运会比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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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 陈万镑 摄

55 个比赛场馆和 31 个训练场馆，1 个亚运村和 5 个运动员分村

等场馆设施建设基本完成。10 家知名企业成为杭州亚运会官方合作

伙伴，签约赞助商和供应商层级企业 80 余家。会徽、吉祥物、主题

口号以及核心图形、色彩系统、体育图标、火炬形象、官方体育服饰

等相继发布。开幕式主创团队正式公布，目前正深化创意文案。

亚运系列纪录片、官方会刊杂志、亚运主题优秀音乐作品等亚运

品牌建设不断强化，亚运文化推广活动反响热烈。上线“智能亚运一

站通”观赛平台，突出“智能亚运”特色。针对国际疫情形势依然严

峻的背景，编制杭州亚运会疫情防控总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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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亚运会代表团团长大会

成功召开代表团团长大会、第一次世界媒体大会等国际会议，确

定亚运会大家庭饭店和官方接待饭店，不断加强综合保障能力。赛会

志愿者全球招募反响热烈，申请人数共计 30余万人。

现在距离杭州亚运会开幕还有不到 300 天，杭州亚运会筹办将进

入最后冲刺阶段。杭州亚组委将进一步深化与亚奥理事会、各国家（地

区）奥委会联系与合作，按照总体工作计划和重要里程碑事件安排，

推动场馆建设收官，提升场馆办赛能力，提高城市亚运温度，深化智

能亚运研究，优化开闭幕式创意，强化疫情风险研判，为明年赛会成

功举办奠定坚实基础。

亚奥理事会高度评价杭州亚运会筹办工作。亚奥理事会总干事侯

赛因表示，杭州亚组委克服疫情影响，扎实高效推进各项筹办工作，

取得阶段性成果。目前，赛事运行、场馆和亚运村建设、竞赛项目设

置、市场开发等工作进展顺利。亚奥理事会大家庭对杭州亚运会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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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和期待，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杭州将呈现一届精彩的亚运

盛会，为促进亚洲体育文化事业交流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亚洲奥

林匹克运动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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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 19 届亚运会组委会合同履行和监督管理办法》

正式施行

为进一步规范杭州亚组委合同履行和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各部室

依法依规处理合同履行事务，防范合同法律风险，杭州亚组委法律事

务部牵头制定了《2022 年第 19 届亚运会组委会合同履行和监督管理

办法》，经亚组委机关党组会议研究通过后，于 2021 年 11 月 18 日

正式施行。

该《办法》进一步明确了杭州亚组委合同的管理主体及部门职责，

对合同履行、变更、解除和争议处理等进行了详细规定，为杭州亚组

委合同履行和监督工作提供了明确依据和有力保障。下一步，杭州亚

组委法律事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办法》的落地落实，切

实保障杭州亚组委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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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破不立！中国战队 EDG 鏖战五局问鼎 S11 全球总决赛冠

军

2021 年 11 月 7 日凌晨结束的英雄联盟冰岛 S11 世界赛决赛中，

中国战队 EDG 迎战韩国战队 DK，双方鏖战 5 局，最终 EDG 战队在对

手 2-1 拿下赛点的情况下，总比分 3-2 强势逆转，为中国时隔一年再

度拿下 S 赛总冠军！

作为 LPL 的头号种子，EDG 小组赛便与世界赛综合成绩最好的 T1

战队分在同一小组，而 EDG 顶住了压力，在与 T1 的两场 BO1 较量中

拿到了 1 胜 1 负的成绩最终以小组第二突围！八强战碰上了今年 MSI

的冠军，同赛区兄弟 RNG，EDG 以 3比 2 艰难获胜晋级半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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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决赛，面对此前两次夺得 S 赛冠军的 GEN 战队，EDG 再次鏖战

五场从领先到落后直至反超，最终 3 比 2 战胜 GEN 战队杀入决赛！

昨晚的决赛面对如日中天的 DK，EDG 抽签处于红色劣势方时爆发

了惊人的潜能，无论是 BP 应对还是选手赛场发挥都堪称完美，最终

再次先赢后输最后逆转，成功捧杯！纵观整个 11 届世界赛，EDG 前

前后后与三支夺得过世界赛冠军和 1 支夺得过 MSI 冠军的队伍交手，

夺冠含金量十足！

恭喜 E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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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分“屠杀”！ 中国男篮双杀日本队取世预赛两连胜

11 月 28 日晚，中国男篮在日本仙台以 106-73 大胜日本男篮，

完成对对手的双杀同时，取得世预赛两连胜。上一场受伤的周琦本场

比赛未登场，赵睿砍下全场最高的 27分。

王哲林上篮 图片来源：中国篮球之队

在昨天进行的首回合比赛中，中国队以 16 分的优势战胜对手。

今天 中国队则是 5 人得分上双，赵睿投进 6 记 3分，拿下全场最高

的 27分，同时还有 5 助攻 4 篮板 4 抢断、张镇麟贡献了 17分 4篮板、

郭艾伦 14分 2助攻、徐杰 13分 2助攻、胡金秋 12分 6篮板 3盖帽、

孙铭徽 9 分 7 助攻、顶替周琦首发登场的王哲林砍下 6分 8 篮板、赵

继伟 2 分 8 助攻 3 抢断 2 篮板。日本队寺嶋良得到了全队最高的 16

分，卢克-埃文斯 15 分 10 板，岸本隆一和西田优大各贡献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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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共分四个小组，小组赛采用主客场

双循环赛制，小组前三名晋级下一轮。中国队被分在 B组，同组对手

包括澳大利亚队、日本队和中国台北队。按照赛程，中国男篮将在明

年 2月连续客场对阵澳大利亚队和中国台北队。

双方首发阵容：

中国队：赵继伟、郭艾伦、周鹏、胡金秋、王哲林；

日本队：礼生、比江岛慎、钱伯斯、张本天杰、埃文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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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乒赛国乒 4 金收官 王曼昱一日摘 2 金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1 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美国休斯敦落

下帷幕。中国队收获男单、女单、女双、混双 4 枚金牌，完成巴黎奥

运周期首项世界大赛。

值得一提的是王曼昱在收官之日，连续摘得女子双打和女子单打

金牌。这是王曼昱获得的首个世乒赛女子单打冠军，中国女乒也实现

了在该项目上的 14连冠。

在率先进行的 2021 年休斯敦世乒赛女子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

王曼昱/孙颖莎以 3-0 击败日本组合早田希娜/伊藤美诚（三局比分：

11-9，11-7，11-8），成功卫冕世乒赛女双冠军，在 2019 年布达佩

斯世乒赛上，孙颖莎/王曼昱首次夺得世乒赛女双冠军，决赛中她们

击败的对手同样是早田希娜/伊藤美诚。

休息调整了 5个多小时后，王曼昱与孙颖莎这对女双冠军搭档又

在本届世乒赛女子单打决赛相遇，王曼昱以总分 4-2 击败队友孙颖莎

（六局比分：11-13，11-7，6-11，11-6，11-8，17-15），将女子单

打冠军吉-盖斯特杯揽入怀中。

而在 2021 年休斯敦世乒赛男子单打决赛中，尽管莫雷加德带着

强烈的争胜欲望多次寻找突破口，但樊振东凭借雄厚的实力和张弛有

度的节奏，牢牢抓着主动权，最终以 4-0 横扫这名瑞典 19岁小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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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比分：11-6，11-9，11-7，11-8），终于如愿捧起象征男单最高荣

誉的圣-勃莱德杯。这也是樊振东首次夺得世乒赛男单冠军。



体育&法律资讯——新法速递

14

中国桥牌协会关关于印发《桥牌赛事活动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

https://www.sport.gov.cn/n315/n20001395/c23749384/content.html

https://www.sport.gov.cn/n315/n20001395/c23749384/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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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总局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 年普通高等

学校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管理办法》的

通知

https://www.sport.gov.cn/n315/n20001395/c23757646/content.html

https://www.sport.gov.cn/n315/n20001395/c23757646/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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