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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兵02000750000080020161006641
温运华02000750000080020180401214
黄光洪02000750000080020170700668
李大淑02000750000080020171122622
谭召生02000750000080020181123986
任昌奎02000750000080020170502223
向庆香02000750000080002015024357
罗丹任02000750000080020181200660
何娴芳02000750000080020171105838
龚洪燕02000750000080020160501888
朱文顺02000750000080020181107092
王实翠02000750000080020181127198
张晓英02000750000080020171107374
陆小燕02000750000080020181207938

李大胜02000750000080020181125447
龚妮娜02000750000080020190302904
袁 康02000750000080020181122799
黄全意02000750000080020181109295
李兴才02000750000080020181109684
尹碧仙02000750000080020181122774
温启辉00006150000000002019003720
简春华00006150000000002019003078
胡光胜00006150000000002019011336
刘建香00006150000000002019017253
李中华02000750000080020181107308
传科寿00006150000000002019002737
廖江霖00006150000000002019017245
罗贤军02000750000080020190304336

向 乐02000750000080020160501749
李 燕02000750000080002015004021
周国凤02000750000080002014008082
梁云燕02000750000080020181109924
张洪敏02000750000080002015026973
龚林超02000750000080020181117238
周光春00006150000000002019000771
龚荣华02000750000080002015026957
廖元秀00006150000000002019001289
游福生02000750000080002013002836
邓洪琴02000750000080002013016239
李昌扬02000750000080002013003509
彭建华00006150000000002019007508
夏春燕02000750000080020180504536

遗失富德生命人寿保险公司以下保险中介从业人员执业证书，声明作废：廖国学00006150000000002020020397

刊登
热线 15023163856 网吧转让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北滨路附近
联系电话18375892227价格面谈

遗失声明：遗失攀枝花骏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纳税人识别号：9151041155823173XQ）开具
给 盘君（身份证号：510211197510264519）的《机
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第二、三联，发票代码：
151001922001，发票号码：02157537，价税合计：
74900.00元（大写：柒万肆仟玖佰元整）,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重庆铁发遂渝高速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765932950C）,拟将注
册资本由19亿元整减少为15亿元整。请债权债务人于
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重庆铁发遂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020年06月29日

融创·金裕项目三期M20/02地块和
融创·金裕项目四期M30/31地块交房公告

尊敬的融创·金裕项目三期M20/02地块
和融创·金裕项目四期M30/31地块的业主，由
我司开发建设的融创·金裕项目三期M20地块
（2-6#楼）高层、M20地块（1、7-15#楼）洋房、
M20地块底商和融创·金裕项目四期M30/31
地块（1-9#楼)洋房和商业，现均已具备交房条
件，具体交房事宜详见交房通知书。特此公告！

重庆葛洲坝融创金裕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重庆江润矿业有限公司
石灰石矿山及配套设施（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报告书全文及公众意见
表网络链接为：https://pan.baidu.com/s/1NB
EHRpYtqkQmn0jPP1VBgg（提取码：3qjq），纸
质报告书存放于建设单位办公室。建设单位地址涪
陵区百胜镇回龙村3、4社，联系人梅朝荣，电话
023-72192888。真诚征求关心本项目建设的个
人、专家及政府机构、社会团体的意见，征求意见
起止日期为2020年6月18日至2020年7月2日。

公告人：重庆江润矿业有限公司

融创·启洋项目三期M08地块交房公告
尊敬的融创·启洋三期M08地块的业主，

由我司开发建设的融创·启洋三期M08地块1-
3#楼（高层）和1-3#楼底商，现均已具备交房条
件，具体交房事宜详见交房通知书。特此公告！

重庆融创启洋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重庆马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报废汽车拆解与废
金属回收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信息公示：重庆马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报废汽
车拆解与废金属回收项目征求意见稿已完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现
将环境影响评价有关信息进行公示。1、公众可
前往建设单位办公室(重庆市合川区南津街街
道办事处南津街802号附2-3)查阅纸质版报
告书，或通过网络链接 http://lvbiaohuan
bao.com/news/查阅报告书并下载公众意见
表填写意见。2、本次征求评价范围内受影响的
居民、企事业单位等意见和建议。3、公众可采
取信件或电子邮件(723202601@qq.com)等方
式反馈征求意见表至建设单位。4、征求意见
的起止日期为2020年6月28日~7月2日。

重庆马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0.6.28

公 告
姓名：方丽，性别：女，身份证号码：5002331990
****3449于2020年1月10日离职，因离职后渝
建安C（2019）0082691没有转走，现联系不上方
丽本人，请在登报公告期10日内到本公司领取转
走，如在登报公告期10日内未到公司领取转走，
本公司就注销（渝建安C（2019）0082691）。
重庆市吉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声明：云阳县圣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5002351005049）；遗失财务专
用章一枚（编号：5002351005050），声明作废◆声明：重庆彬旭通实业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
用章一枚（编号：5001127032461），声明作废

◆红星美凯龙南坪商场兰舍硅藻泥陈德怀遗失商
场质量保证金收据（金额33000元），声明作废◆秦焕召建筑起重机械司机渝V042012219378 遗失作废◆遗失宋婧执业证00010050010500002020000993作废◆北部新区北汀咖啡厅遗失食品卫生经
营许可证：JY25003590010584声明作废◆遗失张垚（身份证号500238199607021174），中华人民
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15001202010202423作废◆遗失2007年8月27日核发的重庆恩泰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66640647XJ声明作废◆遗失马奇伦2019-7-4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住院药费专用收据一张，发票号009631231声明作废◆遗失巴南区剑波串串香火锅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JY25001130160548作废◆重庆网御天下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重庆三峡银行江北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76204902声明作废◆遗失渝北区刘波水饺店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JY25001120064079作废◆陈文丽遗失个体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1600083638；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16000836381-1-1声明作废◆遗失2016.2.1核发的重庆车伴侣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578996350R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卢思，身份证号500105198406261828，
不慎遗失在中信银行办理的个人存款证明书
原件，个人存款证明书编号为4491333，金额
人 民 币 伍 拾 万 元 整 ，证 明 起 止 日 期 为
20191122 至 20220222。 存 款 情 况 ：账 号
6217681201188177，存入日 20191122，到期
日20200222，备注旅游签证，特此声明作废。

2020年6月20日《重庆晨报》第02版所刊
“遗失声明：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因丢失作
废，执业证证号：32232161100096，执证人：
陈虹文。”现已找回，撤销原遗失登报声明。

注销公告：重庆谢菊建材经营部（注册号：
500107212028011）【个人独资企业】因故解
散，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
公司清算债权、债务，清算完毕后将向工商部门
办理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2020年6月30日

◆遗失淘学堂教育科技（重庆）有限公司印章备
案回执，编号:50010720200526015，声明作废◆重庆渝中百灵鸟幼儿园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九龙坡支行大坪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14060002账号0402030120010000576，声明作废刘莉萍(身份证号 432503198202042220)因保管

不善遗失重庆港奧置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06月
20日开具的车位诚意金收据一张，编号0022791
金额10000元(大写:壹万元整)此收据作废。该
收据所产生的任何权责均与贵司无关，特此声明。

◆重庆顺利永纸制品包装有限公司遗失一
份序号为2020.011的购销合同，声明作废◆李铁遗失二郎居然之家收据蓝联
96946收据金额60000元，声明作废。

变更公告
我校名称由“重庆市沙坪坝区春晖教育

培训学校”更改为“重庆市沙坪坝区春知晖课
外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现所有资产和财
产都转移登记到“重庆市沙坪坝区春知晖课外
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继续用于办学，学校
债权债务全部由“重庆市沙坪坝区春知晖课外
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承担。学校更名后，
业务主体不变，原签订的合同继续有效，原有
的业务关系和服务承诺保持不变。特此公告
重庆市沙坪坝区春知晖课外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2日

减资公告:重庆米基德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2569912418H）经股东会
决议，注册资本由1260万元减少至860万元。
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请债权债务人于见
报45日内到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重庆云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4MA5U6H5W6G)经股东决定，将注册
资本由500万元减少为2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
定，请债权债务人持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2020年6月30日

重庆云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990万元减少至
50万元。请债权人自减资公告之日起45日内,持有效证件到
公司办理相关法律手续。重庆云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8K4T4T）2020年6月30日

◆重庆华宇优家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增值税专用发
票，发票代码5000192130发票号码02812142特此声明。◆徐先国遗失重庆万达商业广场有限公司收据00001408，
重庆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收据00004434，声明作废。◆重庆黄桷垭邮政支局于2020年6月13日不慎遗失
高渝静身份证，编号51020219701005551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亿柘农业开发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36MA6095844L）股东会
决议，拟将注册资本由伍佰万元整减少为伍拾万
元整。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
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2020年6月29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兴玖柃农业开发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36MA60UX2G5T）股东会
决议，拟将注册资本由捌佰万元整减少为伍拾万
元整。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
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2020年6月29日

◆遗失声明：九龙坡区快食代餐饮店，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25001070208659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市綦江区堃宏肉牛销售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00222203975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容妹建材经营部2012年03月
15日核发的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0010620003618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容妹建材经营部公章，声明作废
◆董世伟500237198601084130，鲁娟511623198609
065045，遗失位于重庆文旅城御河湾B1-B28-101
房屋契税收据，0059015（54545.45元）声明作废◆遗失李洪涛、黄礼燕之女李嘉怡在重庆市梁平区人
民医院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J500114245，声明作废

公告
“集美江山”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

“集美江山”项目位于一环北路东段以北、清明桥水厂以西。由重
庆住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现重庆住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向我局提出申请对“集美江山”2#门岗进行调整。现拟将调整情况进
行公示，公示时间为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7月7日，公示地点为

“集美江山”项目售房部及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
//www.dazu.gov.cn/gtfg）,请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相互转告。

若各位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对公示内容无重大异议，公示结束
后我局将依法按程序对该调整办理相关规划手续。特此公告

联系人：何老师 联系电话：43394705
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6月30日

江畔明月二期工程设计方案调整的公告
江畔明月二期工程业主及相关利害关系人：

江畔明月二期工程项目位于江津区油溪
镇油溪小学南侧，目前，建设单位重庆坤伍房
地产有限公司申请对经审批的设计方案中的
5#楼、6-1#与7#楼裙房进行调整。重庆市江
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于 2020 年 7月 3
日－2020年7月9日对调整情况进行公示，告
知听证权利，公示地点为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网站、江津区规划展览馆、项目现场。

若贵单位或个人有意见和建议，请注明
身份（单位名称、机构代码证及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个人姓名及身份证复印件）、联系电话
和邮寄地址，在2020年7月16日下午6点前
将书面意见、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复印件等证
明涉及其利害关系的材料邮寄或直接提交至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逾期未提
出的，视为自动放弃权利或视为无意见。

江畔明月二期工程业主及相关利害人可
自公示期满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重庆市江
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出书面听证申请，同
时应提交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复印件等证明
涉及其重大利害关系的材料。逾期未提出的，
视为自动放弃听证权利。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元帅大道36号
邮 编：402260
联 系 人：沈老师 联系电话：47696236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6月28日

声 明
重庆源创正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限公司法人
傅成敏即日起正式提出不继续担任该公司非股东
及非经营管理法人及经理职务。特此登报声明。

声明人：傅成敏 2020年6月29日

◆遗失王达华营业执照正本500381600471360作废◆遗失张皓俊.男.2019-1-27出生证编号T500036760作废◆遗失罗浩城.男.2016-10-13出生证编号Q500242500作废◆遗失2017.11.9发尹辉执照正副本92500117MA5YN33N8U作废◆遗失桂晓琴之女贺渝静于2016年5月4日出
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31901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章灏石材开采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002379820291）一枚声明作废◆遗失孙晓琴之女赵米浠于2014年9月27日出
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050012797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大足区铁山水务站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大足支行铁山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07951203作废◆遗失开州区李富周农资经营部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34MA60CE8N03作废◆遗失重庆市璧山区壹森缘种植场公章（编号
5002278030184）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杨光华遗失重庆本地监理工程师证
书，证书编号2007191，声明作废。◆遗失汤大刚营业执照正本92500106MA5UN0QR5H作废◆遗失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实验幼儿园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编号JY3500108000888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洪珍燕飞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0
78122658)、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78122659)声明作废◆遗失2017.8.16核发的重庆时光袁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0912412559声明作废◆陈燃遗失重庆大学学生证201702042371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欧邦物流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5779739904）股东
会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原1050万元减少至
500万元。请本公司债权人在本公告登报45
日内，到本公司办理有关手续。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奉节县满东农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36MA60UPJC9J）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300万元减少至
50万元整，请债权人至见报之日起45日之内向公
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关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关于腾龙居项目方案修改的公示的公告
各利害关系人：

本工程位于江津区滨江新城。该
项目按相关程序已办理工程规划许可。
现重庆腾龙居实业有限公司申请对该项
目18#及二期方案进行修改，我局将于
2020年7月3日至2020年7月9日在江
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区规划展
览馆及项目所在地对变更情况进行公
示、告知听证权利。具体内容请到江津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区规划展览
馆及项目所在地现场查看，欢迎相关利
害关系人提出宝贵意见。特此公告

2020年6月29日
联系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元帅大道36号
邮 编：402260
联 系 人：郑先生 联系电话：47696252

◆声明：武汉海事法院重庆法
庭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南岸区约定家居馆遗失公章一枚
（编号5001087113290），声明作废

◆赵晓莉遗失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3244141作废◆李冰洁遗失招商银行重庆分行工作证，工号01125628作废◆遗失声明：黄珩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
证书号501218080379，声明作废。

◆遗失2016年07月26日核发的重庆典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552021256Y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典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0350
11545）、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3501154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豪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壹枚(编号5002421003635)、发
票专用章壹枚(编号5002425008592)、
法人李英郡私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2019年07月22日核发的重庆楠星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60FQWY2L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楠星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127172684）、财务
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27172685）、法人周小琳私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2014年02月24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
赖毅（江北区苏莱美容美体院）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00105601127251声明作废◆遗失江北区苏莱美容美体院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据新华社电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29日
宣布，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将担任新成立的WTT
理事会主席，以全面领导和开拓世界乒乓球的未来。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由国际乒联于2019年8月
创立，是世界乒乓球职业化改革的里程碑，旨在以运动员
和球迷为核心，帮助国际乒联的赛事体系及商业体系做
全面升级与改造，充分发挥乒乓球运动潜力，进一步推动
乒乓球的世界影响力，从而在与其他体育项目的竞争中
脱颖而出。

WTT理事会将更好地保障WTT的良性发展，为世
界乒乓球的未来把握好方向，因此需要一位世界乒乓球
行业的领军人物出任理事会主席，带领WTT走向更加
辉煌的未来。

WTT表示，在世界乒乓球大家庭里，刘国梁是受人
尊敬的领导者，拥有出色的才能及丰富的职业成就。他
曾获得奥运会和世锦赛单打金牌，退役后又曾先后担任
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和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期间取得
了一系列成功，中国乒乓球协会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成功
的乒乓球协会。

“相信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在他的带领下，世界乒
乓球人会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将WTT理事
会和整个乒乓球项目推向更高点。”WTT在声明中说。

刘国梁说：“乒乓球在许多方面丰富了我的生活，多
年来，我一直致力于这项运动。因此，我为能够领导
WTT理事会并帮助乒乓球成为世界领先的运动之一而
感到非常自豪和荣幸。”

国际乒联第一副主席卡里尔·阿尔·默罕纳德表示，
刘国梁无疑是位乒乓球传奇人物，作为球员、教练以及中
国乒协主席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坚信他是能够帮助
WTT和乒乓球项目走向成功的最佳人选。

“刘国梁不仅在中国，同时在世界乒坛都是极具影响
力的人物，我们希望他能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世
界范围内推广乒乓球运动，让更多年轻人喜欢，展示体育
的力量。”国际乒联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丹顿说，现在正值
疫情期间，全世界体育都受到波及，我们期待在这个困难
时期，刘国梁能带领世界乒乓球回到正轨。对于整个乒
乓球大家庭来说，这项任命是很好的消息。

据悉，WTT理事会将由世界乒乓球的主要参与方组
成，包括退役及现役运动员、世界乒乓球的重要贡献者、
赛事主办方和国际乒联人员。WTT理事会将是未来
WTT面向公众和市场的代表和领导机构，代表所有世界
乒乓球主要参与者的观点，并确保每个人的声音能被聆
听，大家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WTT理事会其
他成员将于不久后公布。

运动员时代，他是中国首位男子大满贯得主；教练员
时代，他是带队披荆斩棘的“金牌教头”；身为中国乒协主
席，他通盘考虑如何延续国乒荣耀以及乒乓球推广普及。

如今，身份再度转变，担任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理事会主席的他，视野需要更加广阔。为全世界
运动员提供最好的平台是他的愿景，疫情冲击下带领世
界乒坛化危为机是他的使命。

刘国梁29日在接受专访时表示，WTT是国际乒联
多年来最大胆的改革，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世界乒乓
球命运共同体”中，每个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广乒乓
球事业。感叹“人生就是不断在自我挑战”的同时，他期
待着在世界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乒乓文化。

WTT是机遇也是挑战

国际乒联于去年成立WTT，后者将自2021年起全
面运营国际乒联赛事，推出大满贯赛在内的全新赛事体
系，目的在于帮助国际乒联的赛事以及商业资产改造升
级，进一步提升乒乓球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这是非常好的平台，是国际乒联这么多年来最大胆
的改革，目的在于发展这项运动和在世界的普及。”刘国
梁分享了对WTT的初印象，“这是非常好的机遇，同时也
是巨大的挑战。”

邀请刘国梁出任WTT理事会主席，国际乒联管理层
看中的是他在乒乓球领域的影响力和经验。与国际乒联
主席托马斯·维克特以及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丹顿就乒乓
球运动发展多次交流沟通后，刘国梁看到了国际乒联改
革的决心和力度，为的正是给所有运动员提供最好的平
台，所有人非常期待搭建好这一平台。

丹顿认为，刘国梁在乒乓球领域享有很高声望，具有
丰富经验，他的一些创新性理念也成为WTT理事会主席
人选考量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双方的合作水到渠成。

“WTT与乒乓球的未来发展紧密相关。”刘国梁表
示，过去乒乓球主要是奥运会、世锦赛和世界杯三大赛，
除此之外没有职业赛事，而从明年开始推出的WTT大满
贯赛事，为全世界运动员提供了更好的平台，更多优秀运
动员可以展现自己，体现自我价值，球迷也能欣赏到最高
水平的比赛。

刘国梁认为，要建立“世界乒乓球命运共同体”，大家
团结一心，为了乒乓球事业发展以及在世界的推广，希望
每一个国家、协会和明星运动员发挥主观能动性，让更多
人接触乒乓、了解乒乓、喜欢乒乓。

不断自我挑战的人生

从运动员到国乒主教练、总教练，再到中国乒协主
席，直到如今担任WTT理事会主席，刘国梁感慨，“人生
就是不断在自我挑战”。

身份转变，思维模式自然要变。刘国梁说，运动员时
期想实现大满贯，之后又做主教练、总教练和主席，“这次
是转换最大的一次”。

“原来都是想着带领中国队拿冠军，现在到了WTT
这一世界舞台上，更多的是传递中国乒乓文化，在世界舞
台上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乒乓球的发展过程以中国为
中心。”他说，原来更多地考虑成绩和中国的发展，现在要
考虑世界和未来的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世界乒坛目前仍处于停摆状
态，刘国梁正是在这一特殊背景下，接过了昭示未来与变
革的WTT理事会主席职位。

“我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他说，在WTT这一世界
舞台上，每个国家的文化和信仰不同。如何求大同存小
异，把各自优势发挥出来，这是最大的挑战，也是未来最
主要的方向。

“现在体育行业确实面临着巨大危机，但危机危机，
危险过去可能也是一个机遇。如何重启重塑乒乓球非常
重要，越是在这种困难时刻，越需要全世界乒乓球人共同
努力，团结一心，共同塑造世界舞台，通过WTT这个平台
打造职业化、产业化和国际化。”

运动员出身的刘国梁自然了解运动员的需求，在他
看来，运动员最大的价值就是要有好的比赛平台来展现
才艺，最重要的就是平台，而WTT赛事体系下的四大满
贯以及一系列赛事，无形中给运动员提供了机会。

球员与球迷形同鱼水

根据国际乒联的设想，WTT真正做到以球员和球迷
为核心。对此刘国梁说：“球迷和运动员本身就是鱼水关
系。球星需要球迷粉丝的追崇和鼓励，只有更好的球迷
粉丝，才能造就体育明星，这是息息相关的。”

刘国梁注意到里约奥运会后，乒乓球在中国和日本，
尤其年轻群体中受到巨大关注，“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打造
更多体育明星，在社会传递正能量。”

“明星越多，大家就会越喜爱这项运动，球迷粉丝也
会越多。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展现运动员的自我价值，让
更多优秀运动员在场上打出自己的水平，吸引更多球迷
粉丝。”

刘国梁认为，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球员，球员是
真正的生产力，要通过这个平台培养出更多冠军，打造更
多明星，输送更多精彩的比赛，让球星和球迷有更多近距
离接触。“这些都是超出金牌之外的挑战，但正因为有这
样的机会和平台，才能把这项运动推向最高峰。”

中国乒协主席以及WTT理事会主席的双重身份，刘
国梁将为推动两个机构的合作承担起“桥梁”角色。

“世界乒乓球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世界，这是互相
帮助、互相促进的。”他说，不可否认，中国的冠军、球星和
球迷数量都是最多的，但需要世界舞台和更好的平台展
现自己，通过WTT这一平台让中国乒乓文化得到展示。

“重塑乒乓外交，提升国际话语权，对于中国乒乓球
来说很重要。原来我们就有这样的光荣传统，也希望我
们这一代人在未来起到同样的作用。”刘国梁说。

刘国梁出任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理事会主席

全面领导和开拓
世界乒乓球未来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传递中国乒乓文化

专
访

2008年8月18日，时任中国乒乓球男队主教练的
刘国梁（右二）和队员马琳（右一）、王皓（左二）、王励勤在
领奖台上。

2019年4月18日，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在训练中竖起大拇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