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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8月 18 日电
（记者陈地） 18 日晚，2021 成
都大运会倒计时一周年活动
暨成都市第 14 届运动会开幕
式 在 成 都 隆 重 举 行 ， 围 绕

“绿色、智慧、活力、共享”
的办赛理念，开幕式充分体
现国际范、成都味，努力在
全社会营造“爱成都·迎大
运”的浓厚氛围，向全世界
展现成都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的全新面貌。

在开幕式上，“大运号”
AI 卫星正式揭幕。据了解，

“大运号”AI 卫星由国星宇航
公司研制，计划在 2021 年初
发射，将与国星宇航的“星
时代”AI 星座的其他 AI 卫星
一起，为大运会和成都提供

更多具有实践意义和应用价
值的 AI 卫星互联网产品和服
务，并通过“直播地球”APP
等 AI 卫星互联网平台，全面
赋能智慧大运。

据悉，“大运号”AI 卫星
是全球首颗运动赛事卫星，
也是 AI 卫星互联网首次全面
融入世界级综合性运动会。
卫星与大运，科技与未来，
将为全球观众构筑起全新的
观赛体验。

在现场，成都大运会开闭
幕式总导演人选正式揭晓，
由多次担任过大型运动会开
闭幕式总导演的陈维亚和甲
丁担任。成都大运会文化交
流大使廖昌永、成都大运会
会徽吉祥物形象代言人许魏

洲、歌手张碧晨跨界演绎美
声 、 摇 滚 、 流 行 等 多 种 曲
风，带来为本次活动定制的
原创歌曲《乘梦而来》。

在当晚的开幕式上，参赛
邀请函正式对外发出，标志
着成都大运会向世界发出热
情邀请。目前，212 封参赛邀
请函已发送至各参赛国家和
地区，其中 48 封发至欧洲，
45 封发至非洲，39 封发至亚
洲，31 封发至美洲，11 封发
至大洋洲，38 封发至国际大
体联非会员国。此外，赛会
总规程、竞赛日程、成都市
城市简介等也随之一并发出。

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
运动会将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
至 29日在成都举行。

日本羽毛球奥运首金得主
高桥礼华退役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据日媒报道，30
岁的日本羽毛球女双名将高桥礼华已决意退役。

高桥礼华曾和搭档松友美佐纪携手，摘得
2016年里约奥运会羽毛球女双冠军，为日本羽
毛球赢得奥运首金。

高桥礼华和松友美佐纪从高中起就开始配
对。她们在 2011至 2016年间，5次夺得日本全
国锦标赛女双冠军。2018年，她们帮助日本队
时隔37年再度捧起尤伯杯。两人曾占据世界第
一宝座长达一年半时间。

东京奥运会周期，“松糕”组合面临激烈的
队内竞争，在奥运积分排名中落后队友福岛由
纪/广田彩花和松本麻佑/永原和可那，要想跻
身前两名拿到奥运入场券较有难度。

据共同社报道，高桥礼华将于近日召开新
闻发布会解释为何退役。

陆上赛艇全民挑战赛
长沙站开赛

新华社长沙8月18日电（记者谭畅）“划船
重走长征路，再现湘江大会战”陆上赛艇全民
挑战赛长沙站18日晚开赛。

比赛在长沙西湖文化公园领客体育全民水
上运动基地举行，分为专业组、社会组、企业
组。赛事目标距离为 1700公里，由近 300名参
赛者在5日内接力完成。18日晚，首先进行了专
业组比赛，湖南长沙、常德、岳阳等地的水上
运动队参加。

赛事开幕式上还进行了Team China陆上赛
艇百日创纪录赛，熊倪、龙清泉、龚智超等多
名奥运冠军在赛艇测功仪、滑雪测功仪上挥汗
如雨，展示陆上赛艇魅力。

本次比赛由中国赛艇协会、中国皮划艇协
会、湖南省体育局主办，湖南省水上运动协
会、长沙市体育局协办，长沙领客体育文化传
播有限责任公司执行。

成都大运会一周年倒计时开启

8月18日，演员在倒计时一周年活动现场表演。 新华社发

“大运号”AI卫星正式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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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州市龙门镇九斗西村 020号黄霞青
遗失市公安局 2017年签发的身份证，声
明作废。
●雷州市龙门镇王家狗迈村黄亮遗失市
公安局2015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雷州市南兴镇塘兴村东三巷 137号罗
妃激遗失市公安局 2006 年签发的身份
证，声明作废。
●雷州市东里镇盐灶东村 012号许妃军
遗失市公安局 2007年签发的身份证，声
明作废。
●雷州市附城镇南田村17号郭媛媛遗失
市公安局 2019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
废。
●雷州市纪家镇乌坑村 6巷 004号余辉
遗失市公安局 2007年签发的身份证，声
明作废。
●雷州市沈塘镇茂莲村 389号曾沂亮遗
失市公安局 2016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
作废。
●雷州市南兴镇北山北村 082号黄小金

遗失市公安局 2006年签发的身份证，声
明作废。
●雷州市纪家镇青道坡村13号符天福遗
失市公安局 2015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
作废。
●雷州市乌石镇文堂村 268号陈小妹遗
失市公安局 2017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
作废。
●雷州市乌石镇乌石村 091号麦兴斌遗
失市公安局 2018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
作废。
●雷州市乌石镇单元村黄国伟遗失市公
安局2011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雷州市乌石镇文堂仔村48号陈金慧遗
失市公安局 2014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
作废。
●雷州市乌石镇文堂村 432号陈惠茂遗
失市公安局 2016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
作废。
●雷州市乌石镇那沃村 145号李小清遗
失市公安局 2012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

作废。
●雷州市白沙镇下井村委会乙年村陈春
益遗失市公安局 2007年签发的身份证，
声明作废。
●雷州市松竹镇山尾村 367号林锡明遗
失市公安局 2016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
作废。
●雷州市杨家镇西厅南村 116号张培才
遗失市公安局 2015年签发的身份证，声
明作废。
●雷州市调风镇西公寮村20号林海遗失
市公安局 2017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
废。
●雷州市雷高镇山前村 181号吴发劲遗
失市公安局 2012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
作废。
●雷州市松竹镇东角村 221号黄龙海遗
失市公安局 2006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
作废。
●雷州市客路镇大坡村陈有建遗失市公
安局2005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雷州市附城镇龙头村委会禅妙村西
055号吴俊焕遗失市公安局 2019年签发
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雷州市纪家镇苏家村 296号周文瑞遗
失市公安局 2011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
作废。
●雷州市松竹镇下田下村74号周露云遗
失市公安局 2015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
作废。
●雷州市附城镇殿山管理区殿山东村13
号蔡定贤遗失市公安局2019年签发的身
份证，声明作废。
●雷州市沈塘镇平余村中村三巷 040号
莫雲友遗失市公安局2016年签发的身份
证，声明作废。
●雷州市白沙镇黄宅坑村周伟忠遗失市
公安局2006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雷州市沈塘镇昌辉村25号林钟永遗失
市公安局 2020年 1月签发的身份证，声
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