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阴影下，国际体坛全面停摆，足球欧
锦赛和美洲杯也相继宣布推迟一年，但2020年的另一大赛事东
京奥运会还在做最后努力。如期办、空场办、推迟或取消，
是摆在东京奥运会面前的四种命运。尽管形势正朝着不利方
向发展，但国际奥委会在3月17日的最新公告中表示，在距离
开幕还有四个多月之际，不必草率做出任何决定。对于体量
巨大的奥运会，任何决定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全球疫情大流行

东京奥运四种命运最终会是哪个？

[业务办理]

噪正文每行30元(14个字以内)，标题每行50元(10个字以内)
噪《租转信息》、《招聘广场》 每格1 . 2×4cm 80元
噪生活服务类信息每行20元(标题计两行)
噪品牌推荐 文字版 每格1 . 2×4cm 120元

彩色版 每格2 . 4×4cm 290元

分 类 广 告
温馨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为交易、签订协议的依据，请进一步核实

上门服务：18677320672 13457691316 地址：桂林日报社一楼大厅 咨询：2851488 编辑：2819499

卷闸门·电动门 补漏大王鑫楼人
天漏地冒都不怕

憎0773-3810 291
136 0773 8338保证
质量否则双倍赔偿

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桂林神全防水补漏材料厂
专接高难度防水补漏工程；新楼房防
水降温工程；卫生间免拆补漏；外内墙
防水新涂料，欢迎各房产商，装修公司
战略联盟。本厂发明生产专卖，上门服
务一步到位，诚信企业，认准神全。
www.gxshenquan . com全厂长13077601275

疏通·补漏·安装防水补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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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搬家5636788搬厂 搬设备
洗地毯，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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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铺招租
市中心广场黄金地段丰源酒店

一楼东侧第一间(星语饰品旁)约

50m2旺铺招租，配套设备齐全，

精装修。憎0773-2882372佘女士

家政·清洁

微笑清洁外墙室内、钟点、油烟机、水电
13647730685、18174177611

家电·家具维修

沙发翻新皮沙发、海绵垫、布
套、椅子18007877699

殡葬服务

微信
同号陶姐白事 13005955440

精修空调洗衣机
电视冰箱热水器环球冷气 5838779

西城路步行街旺铺招租
象山区西城路步行街一楼临街

门面，约140平方，设备齐全，

人流量大，可做简餐，超市等。

联系人：李先生 18777398151

环球酒店现有铺面招租
有意者请联系：3128888-203

酒店铺面招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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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厂好日子搬家1897838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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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装空调2606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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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奥委会内部人士表
示，由于当前疫情无法判
断，不到最后时刻，各方肯
定还是朝着如期举办的方向
努力，因为无论推迟还是取
消，带来的影响都非常大。
这个决定已不单是体育的问
题，也不单是一个国家的问
题。因此，任何表态都非常
难，何时作表态也非常难。

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
到希腊境内火炬传递被迫取
消，再到日本奥委会副主席
田岛幸三确诊感染新冠病
毒……17日，国际奥委会首
次表示疫情正给东京奥运会
带来冲击，东京奥组委也在
同一天承认形势“每小时都
在变”，但截至目前，双方
的表态从未发生改变——— 按
计划推进！

想要如期举办，面临两
大难题。第一是疫情走势无
法判断。国际奥委会主席巴
赫说，各方健康是他们的首
要关切。但在全球体育赛事
纷纷取消或推迟的背景下，
国际奥委会一直在鼓励奥运
选手继续备战。

但这也引发一些不同看
法。国际奥委会委员海利·
维肯海泽直言，这是不负责
任的表现，因为疫情防控远
比奥运会重要得多。同时，
里约奥运会女子撑杆跳高冠
军、希腊运动员卡特琳娜·
斯特凡尼季表示，虽然很期
待奥运会，但还是希望东京
奥运会能有B计划，让他们
尽快调整训练计划，减少不

必要的风险。英国女子七项
全能世界冠军卡塔琳娜·约
翰逊·汤普森也说，国际奥
委会鼓励继续备战的立场与
当地政府待在家中的建议相
矛盾了。日本共同社对日本
民众的调查问卷也显示，
69 . 9%的受访者认为东京已
无法如期举办奥运会。疫情
在欧美迅速扩散，让日本人
产生了“就算继续办奥运、
也不敢让他们来”的担忧。

第二是资格赛无法举
行，运动员无法通过比赛获
取奥运门票。目前，东京奥
运会57%的运动员已经获得
入场券，余下的43%需要在
保障公平的前提下进行必要
的规则调整，东京奥运会全
部33个大项将在4月初公布
晋级规则的修订版，这将是
未来半个月国际奥委会和国
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主要任
务之一。

其中一些剩余配额或将
通过历史战绩和世界排名来
确定，如果因资格赛无法展
开而降低奥运门槛，或将涉
及扩大配额的问题。《奥林
匹克2020议程》规定，为了
控制规模，夏奥会的注册运
动员上限为10500名。一旦
运动员人数增加，东京奥运
会能否承受也存在问题。这
也是为何国际奥委会在最新
公告中明确指出，凡是涉及
扩大配额的问题，必须与东
京奥组委在内的各方逐一分
析可行性。

如果无法如期正常举办，空场举办
是一个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
转播商的损失，同时降低疫情传播风
险。但柔道、摔跤、三大球等项目的运
动员、教练员之间也会产生肢体接触、
聚集等，同样不利于防疫。而空场比赛
最大的问题则是失去了奥运会必不可少
的要素——— 比赛氛围。

奥运市场营销收入主要来自转播、
赞助、门票和授权等，据国际奥委会官
网数据，转播收入位居第一，占2013-
2016年该机构总收入的73%，而云集世
界顶尖公司的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TOP)赞助计划只占18%。由此可见，
转播商在奥林匹克运动的重要位置。

比赛空场进行，转播商的计划基本
不会打乱。但是在空空荡荡的场馆比
赛，运动员的表现难免受影响。与此同
时，空场也会让东京奥组委的门票收入
在一定程度上受损。

无论是正常办还是空场办，都需要
运动员和代表团灵活应对。国际奥委会
副主席、东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约
翰·科茨称赞一些国家和地区奥委会主
动应对，采用全封闭管理，严防疫情输
入，然后直接运送到日本参加奥运会。

尽管国际奥委会一再强调，在距离
开幕还有四个多月之际，不必草率做出
任何决定，任何猜测都会适得其反。但
此时此刻，随着疫情继续在全球蔓延，
民众恐慌情绪正在加剧，想必国际奥委
会也正抓紧评估可能的推迟或取消。

欧洲足球锦标赛和美洲杯足球赛均
推迟一年举行。东京奥组委执委会中已
经有多名委员同意了委员高桥治之提出
的将奥运会推迟一到两年举行的方案。
虽然国际奥委会拥有最终决定权，但他
们肯定会参考日本方面的意见。

如果东京奥运会延期举行，原则上
需要给出一个再开幕的时间，因为接下
来的一系列筹办工作都需要按照新的时
间来倒排工期。新的开幕时间必须保证
届时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倘若经过评
估，今年之内都无法再办奥运、只能推
迟到明年甚至后年，首先需要修改《奥
林匹克宪章》。因为按照这一奥林匹克
运动的总章程，夏奥会应在奥运周期的
第一年举行，也就是说，东京奥运会只
能在2020年举办。但如果各方能就延期
达成一致，这些制度障碍应可以解决。

其次，国际体坛长期形成了自身的
赛事体系，很多已经是常态，一旦改
变，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延期到
2021年夏天，那时原定要举办世界游泳
锦标赛和世界田径锦标赛，这两个项目
是奥运会上最重要的两个大项，因此奥
运会很难与这两个单项大赛冲突。2022

年也是体育大年，有北京冬奥会、足球
世界杯、达喀尔夏季青奥会以及杭州亚
运会等。

第三，延期所带来的相关筹办工作
变更极其繁杂。因为之前诸如体育场馆
和基础设施、媒体运行、收费卡、住
宿、抵离、交通、注册等奥运筹办业务
领域都按原计划推进，如被推迟，会产
生包括合同履约在内的一系列问题、甚
至纠纷。

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长达40年的庞
德则认为，取消是最现实的选择。因为
延期会打破国际体育赛事体系的周密运
转，涉及大量参赛国家和运动员，季节
气候变化，与不同项目的赛季冲突，与
转播商全年节目规划的冲突等等。但如
果真的出现取消这一极端结果，各利益
相关方在经济层面和影响力层面必将损
失惨重。

对于“应届”运动员来说，如果因
此错过可能是“一生一次”的奥运会，
那也将是终身遗憾。对于准备去现场观
赛的观众来说，也在等待最终决定，从
而尽快更新行程安排。

国际奥委会对于最终决定慎之又
慎，也是为了保证最终结果最稳妥。正
如巴赫所说：“我们是奥林匹克大家
庭，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彼此支
持。”

据新华社

如期举办的两大难题

空场举办的两难境地

推迟或取消 牵一发而动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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