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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
（记者姬烨 汪涌）10 日，北京冬
奥组委在北京王府井工美大厦
举行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简称北京冬奥会）特许商
品零售店开业及颁证仪式，首批
7 家特许商品零售店在京同时
开业。

这是继去年 12 月 16 日北京
2022 特许商品官方网店上线运
行后，经北京冬奥组委批准，在
线下开设的首批销售北京冬奥
会特许商品的实体零售店。据
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
朴学东介绍，北京冬奥会会徽和
冬残奥会会徽于去年 12 月 15 日
发布后，为满足广大消费者和奥

林匹克收藏爱好者的需求，北京
冬奥组委决定启动特许经营试
运行计划，适量推出带有会徽标
志的特许商品上市销售。北京
冬奥组委批准首批开设 15 家特
许商品零售店。其中，10日开业
的特许商品零售店有7家，1月中
下旬将在北京开业的还有5家，1
月在京外地区将有 3 家开业，分
别位于石家庄市、上海市和南京
市。另外，张家口赛区的特许商
品零售店正在选址规划中，预计
2月底前完成装修开业。

设在王府井工美大厦一层
的特许商品零售店商品琳琅满
目，吸引了不少进店顾客的关
注。据北京冬奥组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经北京冬奥组委批
准上市的特许商品共有 140 余
款，包括徽章和钥匙扣等普通金
属制品、金银条及贵金属纪念
章、服装服饰、文具、陶瓷和纪念
邮品等六大类商品。自去年 12
月 16日以来，已有60余款特许商
品在官方网店预售，而记者在实
体零售店还看到了不少新品，尤
其是部分不适合在网上销售的
贵金属产品和陶瓷产品。

10日当天，北京冬奥组委还
专门在设在菜市口百货店内的
特许商品零售店内举办了北京
冬奥会会徽纪念金条新品发布
会。

虽然现在距北京冬奥会开

幕还有 4 年多时间，但 2 月 25
日在平昌冬奥会闭幕式的接旗
仪式后，冬奥会就将正式进入
北京周期。据朴学东透露，为
迎接这一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
重要时刻，北京冬奥组委已组
织特许生产商开发若干款以旗
帜交接纪念为主题的限量版商
品。

特许经营计划作为北京冬
奥会市场开发计划的重要组成
部分，虽然承担着为北京冬奥会
筹办筹集资金的任务，但其更重
要的使命是推广冬奥会品牌、传
播奥林匹克精神和主办国传统
文化，为社会公众参与北京冬奥
会搭建平台。

首批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零售店开业

据 新 华 社 天 津 1 月 10 日 电
WTA天津公开赛主办方10日宣布，
将于今年 10月举行的第五届天津
网球公开赛，赛事奖金将从50万美
元升至75万美元。

天津公开赛作为WTA季末阶
段的国际性赛事，既为中国本土球
员提供了重要参赛机会，也是世界
顶尖球员迈向WTA年终总决赛的
重要一站。

天津公开赛赛事总监史蒂芬·
达吉特说：“此次奖金再度升级，将
极大提高天津公开赛的竞争力和关
注度，吸引更多网坛巨星、赞助商伙
伴等参与到赛事中来。”

据悉，今年天津公开赛邀请参
赛的球员中，将有两至三名世界排
名前十的球员。

2014 年举行的首届天津公开
赛，邀请到了辛吉斯、扬科维奇、彭
帅等球星出战，当时赛事奖金是25
万美元。从第二届起，赛事奖金翻
倍至50万美元。

天津网球公开赛
奖金升至75万美元

据新华社利马1月9日电 2018
年达喀尔拉力赛9日进行了第四赛
段的比赛，车手们从一片沙滩发车，
看上去很美，但赛段充满陷阱，险象
环生，造成多位车手成绩不佳，不过
中国车手均顺利抵达终点。

第四赛段在位于秘鲁南部的
海滨城市圣胡安德马尔科纳举
行，全长444公里，其中特殊赛段
330公里。由于当天早晨出现浓
雾，比赛为此推迟了半个小时举
行。组委会首次安排大规模发
车，同一时间并排出发的摩托车
达到15辆，越野车达到4辆，场面
十分壮观。

在摩托车组中，卫冕冠军桑德

兰在最后阶段摔倒，背部受伤，被
迫退赛。雅马哈车队的法国车手
范贝弗伦夺得赛段冠军，并暂列总
成绩榜首。截至记者发稿时，大明
车队的西班牙车手蒙勒昂排名第
26位，他的中国队友赵宏毅排名
第87位，张敏排名第88位。

赵宏毅赛后对新华社记者表
示，比赛发车时的美丽景象蒙蔽
了许多人，经过十几公里愉悦的
海滩骑行之后，很快就进入长达
七八十公里的碎石硬路，特别颠、
特别难骑，导致浪费了大量体力，
之后就进入了艰苦的沙漠，就连
最后一段看似平坦的土路也给许
多选手带来了麻烦。“今天赛段比

想象当中难太多，虽然耗时比较
长，但总算顺利地到达了终点。”
他说。

汽车组中，标致车队再次展
示团队优势，法国车手勒布获得
今年赛事的首个赛段冠军，他的
西班牙队友塞恩斯和法国队友彼
得汉塞尔分列第二和第三位。BP
勇之队的中国车手周勇排名第36
位，海阔天空·勇之队的何志涛和
赵凯排名第43位。

周勇介绍说，当天在沙漠赛
道遭遇了两次寻找 WPC 点的经
历，为此造成了两次陷沙事故。
他说：“之后，我们在接下来的赛
道里，接二连三失去了高速挡位，

还闻到了变速箱油味。于是，心
揪到嗓子眼，每一次震动，每一次
加速都不知会带来什么结果。幸
运的是，我们用剩下的几个挡位
开回了营地。”

在其他组别中，俄罗斯车手
卡利亚金终止了智利名将卡萨勒
连续三天在四轮摩托车组独霸天
下的局面，获得当天的赛段冠军；
法国车手卡鲁斯特获 S×S组赛
段冠军，俄罗斯车手尼古拉耶夫
再次在卡车组拔得头筹。

下个赛段是漫长的一天。该
赛段从圣胡安德马尔科纳前往阿
雷基帕，全长932公里，其中特殊
赛段267公里。

达喀尔拉力赛第四赛段：

中国车手“美丽陷阱”中顺利完赛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9日电 贝
克汉姆不仅是绿茵场上的明星，而
今也是时尚界的达人，据美媒报道，
贝克汉姆近期将联合国际化妆品企
业欧莱雅推出系列男士护肤品牌。

贝克汉姆的夫人、“辣妹”维多
利亚早已进军美妆领域。据美国
《女装日报》报道，贝克汉姆的这一
系列产品名为House 99，共包括21
款男士美容护肤产品，涵盖了美容、
美体、护发、剃须等多个产品类别，
这些产品将于2月 1日在英国率先
上市，并将于 3 月 1 日在全世界近
20个国家和地区发售。

贝克汉姆表示，该品牌名称中
的数字99代表了 1999年。在那一
年，贝克汉姆的长子布鲁克林出生，
贝克汉姆认为那一年算是他人生的
分水岭。“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球
员，从那时起我开始走向成熟，因为
我得和我的孩子布鲁克林一起成
长。”贝克汉姆说。

贝克汉姆
推出男士护肤品牌

1月 9日，汽
车组 BP 勇之队
中国车手周勇与
比利时领航员普
雷沃在第四赛段
比赛中。最终，
他们以 7小时 34
分 10 秒 完 成 该
赛段比赛。

当 日 ，2018
年达喀尔拉力赛
在秘鲁圣胡安德
马尔科纳完成第
四赛段的比赛，
赛段全长 444 公
里，其中特殊赛
段 330 公 里 。

新华社发

全称巴黎达喀尔拉力赛，赛程起点定在巴黎，终点为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但赛程路途每年都略有更改，随着时间的推移，起点终点也开
始发生变化。2009年，由于非洲大陆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出于安全考虑，赛事组委会决定把比赛转移到南美洲进行。

达喀尔拉力赛被称为勇敢者的游戏、世界上最艰苦的拉力赛，大部分赛段都远离公路，需要穿过沙丘、泥浆、草丛、岩石和沙漠，车辆每天
行进的路程从几公里到几百公里不等。比赛对车手是否为职业选手并无限制，80%左右的参赛者都为业余选手。

该赛事各赛段都会碰到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其中马拉松赛段给车手造成的阻力最大。该赛段要求车手全天驾驶，中途不许停歇，而且
不许有补给和维修车队跟随。因此参赛车手大多“折”在此处，其中不乏名将。另外，每个车手每天只能“享用”赛事组委会规定的几个三明
治和几瓶矿泉水，即使想“偷吃”恐怕也不可能。

作为最严酷和最富有冒险精神的赛车运动，达喀尔拉力赛受到全球五亿人以上的热切关注。

达喀尔拉力赛

2017 年 12 月 28 日
上午，在汝州市煤山
街道板长庄附近发
现一具男尸。年龄
约 50 多 岁 ，身 高
175cm，中长发留有

胡须（附生前照片）。望其亲属
或知情人于见报后30日内，与
汝州市救助站（15738188229）联
系，逾期遗体将按照有关规定予
以处理。特此公告

汝州市救助管理站
2018年1月11日

认尸启事

1 月 6 日，美国迈阿密，贝克汉
姆现身机场。其实，42岁的“小贝”
已经不起细看了。 新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