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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罗湖被授予“全国围棋之乡”牌匾 

 

民网深圳 8月 27日电（王星、冯宇佳）8月 27日，“全国围棋之乡”授牌仪式在深圳市罗湖区螺岭小学举行。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

超、副主席兼秘书长王谊代表中国围棋协会授予罗湖区“全国围棋之乡”牌匾。 

罗湖区率先在全区 20多所学校、幼儿园开展围棋校本课程，每年组织逾万名学生参加围棋普及和学习活动，逐步形成了“家家有围棋、

校校有棋课、月月有比赛、周周有活动”的氛围。 

此外，罗湖区还多次成功举办国家、省、市、区的大型围棋比赛和对外交流活动，如深圳市围棋公开赛、城市围棋联赛（深圳—上海）

等。 

目前，罗湖区内围棋爱好者达十余万人，并先后培养出周睿羊、郑淼鑫等多名职业围棋九段棋士和 20多名国家级、一级、二级裁判。

罗湖也成为国内围棋普及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 

  为肯定罗湖区在推广围棋运动中的突出贡献，2018年 11月 30日，中国围棋协会授予深圳市罗湖区“全国围棋之乡”荣誉称号，并于

今日授予牌匾。 

  仪式上，罗湖还对区内 24所围棋特色学校进行了授牌。第十三届“三星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冠军罗洗河和首届“新人王”赛冠军梁伟

棠，与现场的小棋手们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车轮战”。 

  广东省围棋协会主席容坚行，罗湖区委书记、区长罗育德，罗湖区委副书记周益川，罗湖区副区长宋强等出席了授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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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罗湖国际象棋全明星赛启动 5 位世界棋后领衔出战 

 

人民网北京 8 月 27 日电（记者郑轶）2019 年深圳罗湖国际象棋全明星赛 26 日在深圳启动，本次赛事活动将持续到 31 日，12 位国际

顶尖棋手齐聚深圳罗湖，展开巅峰对决。 

本次国象全明星赛参赛阵容星光熠熠，其中包括世界国际象棋联合会副主席、英国名将肖特，中国首位女子世界冠军谢军，亚洲首位

女子特级大师刘适兰，前女子世界冠军诸宸、齐布尔达尼泽、乌什尼娜和侯逸凡，以及奥赛冠军成员倪华、余泱漪、韦奕，德国名将奈迪

茨、亚洲首位男子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菲律宾棋手托雷。 

据悉，本届赛事将增设举办 2019年深港澳青少年国际象棋精英赛，并设置世界冠军百人车轮战、企业家明星棋手联谊赛及明星见面会

等环节。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国际象棋国家队总教练叶江川将亲临活动现场指导。本次全明星赛旨在通过举办高

水平的国际象棋赛事，促进中国国际象棋的普及与推广，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事业深入发展，为中国本土培养更多的世界级选手，

在世界棋坛更好弘扬中国国际象棋文化精神，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本次赛事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国际象棋协会、罗湖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支持，

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深圳棋院、深圳新闻网及罗湖区国际象棋协会共同承办，深圳市鹏城国际象棋俱乐部有限公司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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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围棋之乡”授牌仪式在深举行 

8 月 27 日，“全国围棋之乡”授牌仪式在深圳市罗湖区举行。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副主席兼秘书长王谊代表中国围棋协会授予

罗湖区“全国围棋之乡”牌匾。 

   据了解，罗湖区领导还为辖区内 24 所围棋特色学校进行了授牌。授牌仪式后，第十三届“三星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冠军罗洗河和首届

“新人王”赛冠军梁伟棠与现场的小棋手们举行了一场特殊的“车轮战”。 

    近年来，罗湖区在全区 20多所学校、幼儿园开展围棋校本课程，逐步形成了“家家有围棋、校校有棋课、月月有比赛、周周有活动”

的良好氛围。据悉，罗湖区还多次成功举办国家、省、市、区的大型围棋比赛和对外交流活动，如深圳市围棋公开赛、城市围棋联赛（深

圳—上海）等。 

    目前，辖区内围棋爱好者多达十余万人，良好的围棋运动氛围先后为罗湖培养出了周睿羊、郑淼鑫等多名职业围棋九段棋士和 20多名

国家级 、一级 、二级裁判。本次授予罗湖区“全国围棋之乡”荣誉称号，将进一步扩大罗湖围棋文化的影响力，为罗湖区持续推动围棋

运动深入发展提供长足动力，助力罗湖“文化强区”建设，对粤港澳大湾区围棋事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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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有围棋、校校有棋课，罗湖被授予“全国围棋之乡”称号 

8 月 27 日上午，“全国围棋之乡”授牌仪式在深圳市罗湖区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举行。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副主席兼秘书长王

谊代表中国围棋协会授予罗湖区“全国围棋之乡”牌匾。 

广东省围棋协会主席容坚行、罗湖区委书记、区长罗育德、罗湖区委副书记周益川、罗湖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宋强、罗湖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局长薛江、罗湖区委教育工委书记、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宾华出席了此次授牌仪式。 

近年来，罗湖区率先在全区 20多所学校、幼儿园开展围棋校本课程，每年组织逾万名学生参加围棋普及和学习活动，逐步形成了“家

家有围棋、校校有棋课、月月有比赛、周周有活动”的良好氛围。 

此外，罗湖区还多次成功举办国家、省、市、区的大型围棋比赛和对外交流活动，如深圳市围棋公开赛、城市围棋联赛（深圳—上海）、

“华为手机杯”全国围棋甲级联赛罗湖分站赛及东门步行街思月书院围棋国手车轮战等。目前，辖区内围棋爱好者多达十余万人，先后培

养出了周睿羊、郑淼鑫等多名职业围棋九段棋士和 20多名国家级 、一级 、二级裁判，使罗湖成为了国内围棋普及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 

随后，罗湖区领导为辖区内 24所围棋特色学校进行了授牌。授牌仪式后，第十三届“三星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冠军罗洗河先生和首届

“新人王”赛冠军梁伟棠先生与现场的小棋手们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车轮战”。 

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在授牌仪式上表示，罗湖的围棋文化和围棋建设走在了粤港澳大湾区前列，将“全国围棋之乡”这个功能性

的荣誉和称谓授予罗湖，是为了进一步表彰和宣传罗湖区重视围棋发展的做法和经验。林建超介绍称，“全国围棋之乡”称谓具备先进性、

群众性和乡土性三个本质特点，依托培训机构和学校进行围棋普及推广，罗湖区是做得最早、走得最扎实的行政区之一。 

本次授予罗湖区“全国围棋之乡”荣誉称号，影响深远，意义非凡。此举将进一步扩大罗湖围棋文化的影响力，为罗湖区持续推动围

棋运动深入发展提供长足动力，助力罗湖“文化强区”建设，对粤港澳大湾区围棋事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罗湖 24所围棋特色学校名单如下： 

翠园中学初中部、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翠竹外国语实验学校、锦田小学、翠北小学、水田小学、东昌小学、东晓小学、布心小学、

水库小学、泰宁小学、碧波小学、莲南小学、罗芳小学、北斗小学、南湖小学、罗湖小学、滨河小学、桂园小学、红桂小学、红岭小学、

洪湖小学、鹏兴小学、教工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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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全国围棋之乡”正式授牌，辖区内围棋爱好者多达十余万人 

广州日报讯 （全媒体记者鲍文娟）记者昨日从罗湖区获悉，罗湖新修订的《深圳市罗湖区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下简称《办

法》）近日出台，同时同步印发五个配套文件，确立以施工代建为主、全过程代建为辅的代建模式，完善了代建项目准入和退出机制，代

建单位的选择方式，厘清了委托、代建、监理等单位的权责利，有助于提高辖区代建项目管理水平和投资效益。 

总投资 5 亿元以上 

需多方案择优 

记者获悉,罗湖区于 2017年 6月出台代建管理办法实施至今，已有 42个政府投资项目采用了代建制，总投资额达 181.9亿元。代建项

目领域分布广泛，包含房建、路桥、市政管网、河道整治、外立面整治等各类工程。新出台的《办法》有助于提升代建项目的适用门槛，

旨在破除代建项目滥用、泛用的现状，充分利用代建市场机制解决重大项目的建设管理问题。 

《办法》的最大亮点之一在于，明确代建适用范围，提高代建项目门槛。办法规定“位于城市重要地区、重要节点的环保水务、市容

绿化、市政交通、城市医疗、教育及其他大型公共建筑类政府投资项目，总投资规模 2.5亿元以上的，可以实施代建制”。 

而代建费用为零的项目，投资规模可低于 2.5 亿元，适用范围为与城市更新单元相邻，或与社会投资建设项目红线紧邻且需与该社会

投资项目同步建设的政府投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项目。 

《办法》还明确了“公开招标为主，预选库选取为辅”的代建单位选取方式。零代建项目可采取直接委托方式确定代建单位。在《代

建单位预选库实施细则》中，同时优化了预选库的使用规则，规定预选库内选取代建单位的，代建项目总投资在 5 亿元以上的采取“多方

案比选择优确定”，在 5亿元以下的采取“按号轮候”。 

《办法》规定“代建项目原则上采取施工代建”，“功能和技术要求极为复杂的重大建设项目，可以实施全过程代建”。 

记者了解到，根据最新《办法》，施工代建按照两阶段实施，代建项目的前期阶段由区政府指定的前期部门负责，前期部门完成所有

前期工作后，将前期工作成果移交至委托单位，再由委托单位移交至代建单位。代建单位履行建设单位的主体责任，对代建项目质量、安

全、成本、工期和建成效果负总责。全过程代建则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全过程代建单位实行全过程管理，直至缺陷责任期结束。 



  

《办法》还明确了履约考核与代建单位奖惩相结合的机制，规定“委托单位会同项目需求单位完成代建项目的履约考核工作，委托单

位按季度向区发展改革局、区住房建设局提交履约考核报告直至项目移交结束”。 

建立代建单位退出机制 

《办法》规定，对于“同时满足工程结算未超出保证最大工程费用、按时完成项目代建任务以及履约考核等级为良好及以上的，代建

单位可以获得奖励金。”“履约考核发现履约失信、违法违规等问题的，应及时移送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并视情节轻重处以合同处罚、行

政处罚或依纪依法移送相关部门进行责任追究”。 

 罗湖还创新引入监理报告制，规定“监理单位应根据监理合同要求，采取监理月报和监理急报两种形式，向委托单位和代建单位提

交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情况报告”。“代建项目竣工验收前，监理单位应及时向委托单位和代建单位提交最终监理报告”。 

建立代建单位的退出机制也是该方案的亮点之一。办法规定了委托单位原因和代建单位原因两种情形下代建单位的退出程序、权责归

属、结算方式、赔偿方式、赔偿限额、处罚方式等，并明确了代建单位退出后的职责履行要求和应急替换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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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罗湖被授“全国围棋之乡” 

27 日，“全国围棋之乡”授牌仪式在深圳市罗湖区螺岭小学举行。 

     罗湖是深圳经济特区最早开发的城区，也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随着罗湖区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围棋走进了千家万户，深受

辖区居民喜爱。近年来，罗湖区率先在全区 20多所学校、幼儿园开展围棋校本课程，每年组织逾万名学生参加围棋普及和学习活动，逐步

形成了“家家有围棋、校校有棋课、月月有比赛、周周有活动”的良好氛围。 

此外，罗湖区还多次成功举办国家、省、市、区的大型围棋比赛和对外交流活动，如深圳市围棋公开赛、城市围棋联赛（深圳—上海）、

“华为手机杯”全国围棋甲级联赛罗湖分站赛及东门步行街思月书院围棋国手车轮战等。目前，辖区内围棋爱好者多达十余万人，良好的

围棋运动氛围先后为罗湖培养出了周睿羊、郑淼鑫等多名职业围棋九段棋士和 20多名国家级 、一级 、二级裁判，使罗湖成为了国内围棋

普及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 

为肯定罗湖区在推广围棋运动中的突出贡献，中国围棋协会授予深圳市罗湖区“全国围棋之乡”荣誉称号，罗湖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首

个获得该项殊荣的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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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获授“全国围棋之乡”荣誉称号 

8 月 27 日，“全国围棋之乡”授牌仪式在深圳市罗湖区螺岭小学举行。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副主席兼秘书长王谊代表中国围棋

协会授予罗湖区“全国围棋之乡”牌匾。 

罗湖是深圳经济特区最早开发的城区，也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围棋运动作为一项智力型运动，凝结着东方哲学的智慧。随着罗

湖区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围棋走进了千家万户，深受辖区居民喜爱。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罗湖区率先

在全区 20多所学校、幼儿园开展围棋校本课程，每年组织逾万名学生参加围棋普及和学习活动，逐步形成了“家家有围棋、校校有棋课、

月月有比赛、周周有活动”的良好氛围。此外，罗湖区还多次成功举办国家、省、市、区的大型围棋比赛和对外交流活动，如深圳市围棋

公开赛、城市围棋联赛（深圳—上海）、“华为手机杯”全国围棋甲级联赛罗湖分站赛及东门步行街思月书院围棋国手车轮战等。目前，

辖区内围棋爱好者多达十余万人，良好的围棋运动氛围先后为罗湖培养出了周睿羊、郑淼鑫等多名职业围棋九段棋士和 20 多名国家级 、

一级 、二级裁判，使罗湖成为了国内围棋普及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 

为肯定罗湖区在推广围棋运动中的突出贡献，2018 年 11 月 30 日，中国围棋协会授予深圳市罗湖区“全国围棋之乡”荣誉称号，授牌

仪式在 2019年 8月 27日举行。授牌仪式由女子围棋世界冠军、职业五段棋手徐莹主持。 

随后，罗湖区委书记、区长罗育德，区委副书记周益川，副区长宋强等为辖区内 24所围棋特色学校进行了授牌。授牌仪式后，第十三

届“三星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冠军罗洗河和首届“新人王”赛冠军梁伟棠与现场的小棋手们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车轮战”。 

此次罗湖区获得“全国围棋之乡”荣誉称号，将进一步扩大罗湖围棋文化的影响力，为罗湖区持续推动围棋运动深入发展提供长足动

力，助力罗湖“文化强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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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营商环境再升级！打造“企业设立全程一网申办线下一次配齐”新模式 

近日，罗湖区通过连接实施主体、优化审批流程、整合实体窗口等举措，汇聚线上线下资源，打造“一网申报、限时办结、一次配齐”

的“企业设立一站式服务”，使企业真正获得便利、得到实惠。 

通过罗湖区通过整合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市市场监管局罗湖管理局、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罗湖分局、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罗湖区税

务局、中国银行等单位相关业务，实现线下企业开办全流程只用跑一次。同时，依托广东政务服务网、“i深圳”，在罗湖专区上线企业开

办“一次提交、同享交换、同步办理、限时办结”的“开办企业一窗通”新模式，助企业快速了解开办业务流程，轻松办理企业开办事项，

实现线上一网申办，线下一次配齐，线上线下最快可一日内办结。该平台于 8月 12日上线运行，罗湖区再一次在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企业

开办便利度方面迈出了扎实的一步。 

企业在具体实操时注册并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罗湖区页面（http://www.gdzwfw.gov.cn/?region=440303）进入“企业开办一窗通”

页面。如果要进行商事登记，可进入企业设立申请登记页面，根据提示填写企业设立登记申请相关材料，实名认证后下载申请表签名并提

交审核，审核通过后即可领取营业执照。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模式中，印章备案、银行开户、申领发票及申办社保可同步进行，全部办结后即可营业。企业通过扫描页面中“印

章备案”下方立即申办按钮，弹出的二维码关注“广东治安户政”公众号进入“民生警务”，办理“在线刻章”，印章制作可在半天内完

成，申请人可选择到附近印章店或行政服务大厅领取印章并进行下一步“银行开户”。想预约银行开户的企业，通过点击“银行开户”下

方的“立即申办”进行银行开户预约，待领取印章及带齐开户所需资料后，即可在大厅完成银行开户；此外，通过点击“申领发票”下方

的“立即申办”进入国家税务局深圳市电子税务局，进行税务信息填报；通过点击“申办社保”下方的“立即申办”跳转到社保网上登记

页面，进行参保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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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叫我“全国围棋之乡”！罗湖成粤港澳大湾区首个获得该殊荣的行政区 

罗湖再添一闪亮招牌——“全国围棋之乡”！8月 27日，“全国围棋之乡”授牌仪式在深圳市罗湖区螺岭小学隆重举行，中国围棋协

会主席林建超、副主席兼秘书长王谊代表中国围棋协会授予罗湖区“全国围棋之乡”牌匾。这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获得该项殊荣的行政区。 

广东省围棋协会主席容坚行、罗湖区委书记、区长罗育德、罗湖区委副书记周益川、罗湖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宋强、罗湖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局长薛江、罗湖区教育局局长宾华、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禹永青、深圳棋院院长刘适兰、围棋世界冠军职业九段罗

洗河、著名国手职业九段梁伟棠、罗湖区棋牌协会负责人彭小峰出席了此次授牌仪式。授牌仪式由女子围棋世界冠军、职业五段棋手徐莹

主持。 

罗湖是深圳经济特区最早开发的城区，也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围棋运动作为一项智力型运动，凝结着东方哲学的智慧，随着罗

湖区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围棋走进了千家万户，深受辖区居民喜爱。 

近年来，在罗湖区委、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罗湖区率先在全区 20 多所学校、幼儿园开展围棋校本课程，每年组织逾万

名学生参加围棋普及和学习活动，逐步形成了“家家有围棋、校校有棋课、月月有比赛、周周有活动”的良好氛围。此外，罗湖区还多次

成功举办国家、省、市、区的大型围棋比赛和对外交流活动，如深圳市围棋公开赛、城市围棋联赛（深圳—上海）、“华为手机杯”全国

围棋甲级联赛罗湖分站赛及东门步行街思月书院围棋国手车轮战等。目前，辖区内围棋爱好者多达十余万人，良好的围棋运动氛围先后为

罗湖培养出了周睿羊、郑淼鑫等多名职业围棋九段棋士和 20 多名国家级 、一级 、二级裁判，使罗湖成为了国内围棋普及程度较高的地

区之一。 

为肯定罗湖区在推广围棋运动中的突出贡献，2018年 11月 30日，中国围棋协会授予深圳市罗湖区“全国围棋之乡”荣誉称号，授牌

仪式在 2019年 8月 27日举行，罗湖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获得该项殊荣的行政区。 

随后，罗湖区领导为辖区内 24所围棋特色学校进行了授牌。授牌仪式后，第十三届“三星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冠军罗洗河和首届“新

人王”赛冠军梁伟棠与现场的小棋手们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车轮战”。 

本次授予罗湖区“全国围棋之乡”荣誉称号，影响深远，意义非凡。此举将进一步扩大罗湖围棋文化的影响力，为罗湖区持续推动围

棋运动深入发展提供长足动力，助力罗湖“文化强区”建设，对粤港澳大湾区围棋事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9 年 8 月 28 日        A11 版                                                                       

 

 

 



       2019 年 8 月 28 日                                                                    

 

 

深晚报道 | 粤港澳大湾区首个！罗湖区荣获“全国围棋之乡”称号 

8 月 27 日，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副主席兼秘书长王谊代表中国围棋协会授予罗湖区 " 全国围棋之乡 " 牌匾，肯定了罗湖

区在推广围棋运动中的突出贡献。据悉，罗湖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获得该项殊荣的行政区。 

授牌仪式在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举办，广东省围棋协会主席容坚行，罗湖区委书记、区长罗育德，区委副书记周益川，副区长宋强，

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薛江，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宾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禹永青，深圳棋院院长刘适兰，围棋世界冠军

职业九段罗洗河，著名国手职业九段梁伟棠，罗湖区棋牌协会负责人彭小峰出席了此次授牌仪式。授牌仪式由女子围棋世界冠军、职业

五段棋手徐莹主持。 

林建超肯定了罗湖区围棋事业的发展成就，建议罗湖区可在围棋师资培训方面做出更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在培训机构、高等学校、

职业高校等加强围棋师资培训，增强围棋师资力量，推进罗湖区围棋事业进一步发展。 

罗湖区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翠竹外国语实验学校等 24 所小学获得了围棋特色学校授牌，充分肯定了他们在围棋教学普及方面所

作出的努力。 

授牌仪式结束后，来自罗湖区各个小学的小棋手们与第十三届 " 三星杯 " 世界围棋公开赛冠军罗洗河先生和首届 " 新人王 " 赛

冠军梁伟棠先生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 车轮战 "。 

据悉，罗湖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获得该项殊荣的行政区，本次授予罗湖区 " 全国围棋之乡 " 荣誉称号，将进一步扩大罗湖围棋文

化的影响力，为罗湖区持续推动围棋运动深入发展提供长足动力，助力罗湖 " 文化强区 " 建设，对粤港澳大湾区围棋事业发展也起到

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罗湖区在全区 20 多所学校、幼儿园开展围棋校本课程，每年组织逾万名学生参加围棋普及和学习活动，逐步形成了 " 家

家有围棋、校校有棋课、月月有比赛、周周有活动 " 的良好氛围。 

此外，罗湖区还多次成功举办国家、省、市、区各级的大型围棋比赛和对外交流活动，如深圳市围棋公开赛、城市围棋联赛（深圳

—上海）、" 华为手机杯 " 全国围棋甲级联赛罗湖分站赛及东门步行街思月书院围棋国手车轮战等。 

目前，辖区内围棋爱好者多达十余万人，在良好的围棋运动氛围之下，罗湖培养出了周睿羊、郑淼鑫等多名职业围棋九段棋士和 20

多名国家级一级、二级裁判，使罗湖成为了国内围棋普及程度较高的地区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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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获授“全国围棋之乡” 24 所围棋特色学校授牌 

2019 年 8月 27日，“全国围棋之乡”授牌仪式在深圳市罗湖区螺岭小学举行，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副主席兼秘书长王谊代表

中国围棋协会授予罗湖区“全国围棋之乡”牌匾，罗湖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获得该项殊荣的行政区。 

全区 20多所校园开展围棋校本课程、每年逾万名学生参加围棋学习......这项古老而充满智慧的棋类运动，在罗湖区遍地开花。为

肯定罗湖区在推广围棋运动中的突出贡献，2018年 11月 30日，中国围棋协会授予深圳市罗湖区“全国围棋之乡”荣誉称号。 

“全国围棋之乡”授牌 世界冠军展开“车轮战” 

2019 年 8月 27日，“全国围棋之乡”授牌仪式在深圳市罗湖区螺岭小学举行，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副主席兼秘书长王谊代表

中国围棋协会授予罗湖区“全国围棋之乡”牌匾，罗湖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获得该项殊荣的行政区。现场，罗湖区领导还为辖区内 24

所围棋特色学校进行了授牌。授牌仪式后，第十三届“三星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冠军罗洗河和首届“新人王”赛冠军梁伟棠先生与现场

的小棋手们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车轮战”。 

本次授予罗湖区“全国围棋之乡”荣誉称号，影响深远，意义非凡。此举将进一步扩大罗湖围棋文化的影响力，为罗湖区持续推动

围棋运动深入发展提供长足动力，助力罗湖“文化强区”建设，对粤港澳大湾区围棋事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罗湖校校有棋课 围棋普及程度较高 

罗湖是深圳经济特区最早开发的城区，也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围棋运动作为一项智力型运动，凝结着东方哲学的智慧，随着

罗湖区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围棋走进了千家万户，深受辖区居民喜爱。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罗湖区

率先在全区 20多所学校、幼儿园开展围棋校本课程，每年组织逾万名学生参加围棋普及和学习活动，逐步形成了“家家有围棋、校校有

棋课、月月有比赛、周周有活动”的良好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罗湖区还多次成功举办国家、省、市、区的大型围棋比赛和对外交流活动，如深圳市围棋公开赛、城市围棋联赛（深

圳—上海）、“华为手机杯”全国围棋甲级联赛罗湖分站赛及东门步行街思月书院围棋国手车轮战等。目前，辖区内围棋爱好者多达十

余万人，良好的围棋运动氛围先后为罗湖培养出了周睿羊、郑淼鑫等多名职业围棋九段棋士和 20多名国家级、一级、二级裁判，使罗湖

成为了国内围棋普及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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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深圳罗湖国际象棋全明星赛 12 名国际顶级棋手同台切磋棋艺 

国际象棋是集科学、文化、艺术、竞技为一体的智力运动项目，也是世界上最流行的智力运动之一。近日，世界棋艺界顶级大咖汇

聚深圳，共同演绎一场国际化逼格赛事。 

深圳新闻网讯（见圳客户端、深圳新闻网记者 李慧 通讯员 陈叶梅 冯宇佳）国际象棋是集科学、文化、艺术、竞技为一体的智力

运动项目，也是世界上最流行的智力运动之一。近日，世界棋艺界顶级大咖汇聚深圳，共同演绎一场国际化逼格赛事。2019 年首届深圳

罗湖国际象棋全明星赛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31 日在罗湖举行。26 日，赛事新闻发布会在阳光酒店开展，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

巡视员王志强、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薛江、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副主席刘适兰、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禹永青、深

圳市罗湖区国际象棋协会会长曹阳、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乌什尼娜、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奈迪茨出席发布会。 

深圳国际象棋事业的发展势力良好，有望打造国际象棋之都 

新闻发布会上，薛江表示，此次的活动将让大家在近距离领略世界顶尖棋手卓越风采的同时，充分激发广大市民群众积极参与体育

活动、追求健康生活的热情，大力促进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同时，除了明星赛，本届赛事还将有一系列普及活动，

进一步推动深圳市乃至粤港澳地区国际象棋项目运动的深入发展，提升罗湖体育品牌的影响力，加快推进了辖区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发

展，助推罗湖“文化强区”建设。 

今年 3 月，国际棋联主席阿尔卡季·德沃尔科维奇到访深圳，对深圳的国际象棋发展和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称深圳是世界

国际象棋开展最好的城市之一，并表示，国际棋联将同深圳建立深度合作，推动国际象棋运动的发展。据悉，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同深圳

共建国家队深圳基地已正式签约，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提出推动深圳打造国际象棋之都的宏图规划，为推动深圳国际象棋人才的发展

和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深圳有很好的国际象棋基础，国际象棋常年普及学生 30万左右，超过 500 所学校开展国际象棋活动，有实力、有基础成为国际象

棋之都。”刘适兰表示，深圳市国际象棋事业的发展势力良好，有国象后备人才训练基地、全国国际象棋之乡称号，此次的全明星赛将

有力助推深圳市提升文、体、科技影响力，促进中国国际象棋的普及和推广，让国内外更多的友人、棋迷、观众切实感受到现代、科技、

开放、智慧的大美深圳。 

 



 

 

 

 

 

 

 

 

 

 

 

 

 

 

 

 

 

 

赛事国际化、规格高，促进中国国际象棋的普及与推广 

罗湖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区，智力运动底蕴深厚。近年来，辖区与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深圳棋院及罗湖区国际象棋协会

有过多次合作，如联合举办了 2018年深圳罗湖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巅峰对抗赛、世界冠军车轮战等活动，邀请了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谢军、

俄罗斯的世界杯冠军斯维德勒、国际象棋国际特级大师余泱漪等国际大师与深圳棋友切磋棋艺，深受广大国际象棋爱好者喜欢，拥有较

为广泛和深厚的群众爱好基础和职业竞技基础。 

据介绍，2019 年首届深圳罗湖国际象棋全明星赛有两大亮点：一是赛事国际化、规格高。本次国际象棋全明星赛将邀请包括世界国

际象棋联合会副主席肖特、首都体育学院副院长、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谢军和深圳棋院院长、亚洲首位女子特级大师刘适兰以及来自德国、

菲律宾、卡塔尔、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家的 12名国际顶级棋手齐聚罗湖，同场竞技。同时，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世界国际象棋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副主席、中国国际象棋国家队总教练叶江川也将亲临比赛现场指导。 

此外，赛事还注重普及推广中国国际象棋文化精神。本届赛事还增设举办 2019年深港澳青少年国际象棋精英赛，并设置了世界冠军

百人车轮战、企业家明星棋手联谊赛及明星见面会等环节。促进中国国际象棋的普及与推广，并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事业深入

发展，为中国本土培养更多的世界级选手和冠军，也让鹏城市民有幸一睹顶级棋手之间的交锋，领略世界冠军的风采，充分感受到现代

体育文化带来的激情快乐。 

“深圳是个魅力之都，是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这里有温度，有人情味。”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乌什尼娜说道，深圳国际象棋发展

非常迅速，普及率逐年提升。对这次比赛能受邀来参加感到十分的荣幸，认为与国际象棋界各位具有影响力的明星们一同切磋技艺、以

棋会友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情。她还表示，如果有条件有机会的话，会考虑移居深圳罗湖，因为这里有特色的东门美食街，金融中心，

以及美丽的珠宝，而且国际象棋的氛围也越来越浓郁，如果在这里生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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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围棋之乡”授牌仪式在罗湖举行 

2019 年 8月 27日，“全国围棋之乡”授牌仪式在深圳市罗湖区螺岭小学隆重举行。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副主席兼秘书长王谊，

广东省围棋协会主席容坚行，罗湖区委书记、区长罗育德，罗湖区委副书记周益川，罗湖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宋强，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局长薛江，罗湖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宾华等领导和嘉宾出席了此次活动。 

罗湖是深圳经济特区最早开发的城区，也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围棋运动作为一项智力型运动，凝结着东方哲学的智慧，随着

罗湖区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围棋走进了千家万户，深受辖区居民喜爱。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罗湖区

率先在全区 20多所学校、幼儿园开展围棋校本课程，每年组织逾万名学生参加围棋普及和学习活动，逐步形成了“家家有围棋、校校有

棋课、月月有比赛、周周有活动”的良好氛围。此外，罗湖区还多次成功举办国家、省、市、区的大型围棋比赛和对外交流活动，如深

圳市围棋公开赛、城市围棋联赛（深圳—上海）、“华为手机杯”全国围棋甲级联赛罗湖分站赛及东门步行街思月书院围棋国手车轮战

等。目前，辖区内围棋爱好者多达十余万人，良好的围棋运动氛围先后为罗湖培养出了周睿羊、郑淼鑫等多名职业围棋九段棋士和 20多

名国家级 、一级 、二级裁判，使罗湖成为了国内围棋普及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 

为肯定罗湖区在推广围棋运动中的突出贡献，2018年 11月 30日，中国围棋协会授予深圳市罗湖区“全国围棋之乡”荣誉称号。2019

年 8月 27日，林建超、王谊代表中国围棋协会授予罗湖区“全国围棋之乡”牌匾。罗湖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获得该项殊荣的行政区。 

随后，罗湖区领导为辖区内 24所围棋特色学校进行了授牌。授牌仪式后，第十三届“三星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冠军罗洗河先生和首

届“新人王”赛冠军梁伟棠先生与现场的小棋手们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车轮战”。 

本次授予罗湖区“全国围棋之乡”荣誉称号，影响深远，意义非凡。此举将进一步扩大罗湖围棋文化的影响力，为罗湖区持续推动

围棋运动深入发展提供长足动力，助力罗湖“文化强区”建设，对粤港澳大湾区围棋事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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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首個 深圳市羅湖區榮膺「全國圍棋之鄉」稱號 

2019 年 8月 27日，「全國圍棋之鄉」授牌儀式在深圳市羅湖區螺嶺小學隆重舉行。中國圍棋協會主席林建超、副主席兼秘書長王誼

代表中國圍棋協會授予羅湖區「全國圍棋之鄉」牌匾。廣東省圍棋協會主席容堅行、羅湖區委書記、區長羅育德、羅湖區委副書記周益

川、羅湖區人民政府副區長宋強、羅湖區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局長薛江、羅湖區教育局局長賓華、羅湖區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副局長禹

永青、深圳棋院院長劉適蘭、圍棋世界冠軍職業九段羅洗河、著名國手職業九段梁偉棠、羅湖區棋牌協會負責人彭小峰出席了此次授牌

儀式。授牌儀式由女子圍棋世界冠軍、職業五段棋手徐瑩主持。本次授予罗湖区“全国围棋之乡”荣誉称号，影响深远，意义非凡。此

举将进一步扩大罗湖围棋文化的影响力，为罗湖区持续推动围棋运动深入发展提供长足动力，助力罗湖“文化强区”建设，对粤港澳大

湾区围棋事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羅湖是深圳經濟特區最早開發的城區，也是全國改革開放的發源地。圍棋運動作為一項智力型運動，凝結著東方哲學的智慧，隨著

羅湖區文化體育事業蓬勃發展，圍棋走進了千家萬戶，深受轄區居民喜愛。近年來，在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關心支持下，羅湖區率先在全

區 20多所學校、幼兒園開展圍棋校本課程，每年組織逾萬名學生參加圍棋普及和學習活動，逐步形成了「家家有圍棋、校校有棋課、月

月有比賽、周周有活動」的良好氛圍。 此外，羅湖區還多次成功舉辦國家、省、市、區的大型圍棋比賽和對外交流活動，如深圳市圍棋

公開賽、城市圍棋聯賽（深圳—上海）、「華為手機杯」全國圍棋甲級聯賽羅湖分站賽及東門步行街思月書院圍棋國手車輪戰等。目前，

轄區內圍棋愛好者多達十餘萬人，良好的圍棋運動氛圍先後為羅湖培養出了周睿羊、鄭淼鑫等多名職業圍棋九段棋士和 20多名國家級、

一級、二級裁判，使羅湖成為了國內圍棋普及程度較高的地區之一。 

助推粵港澳大灣區圍棋事業發展 

據了解，為肯定羅湖區在推廣圍棋運動中的突出貢獻，2018 年 11 月 30 日，中國圍棋協會授予深圳市羅湖區「全國圍棋之鄉」榮譽

稱號。羅湖成為粵港澳大灣區首個獲得該項殊榮的行政區。授牌儀式上，羅湖區領導為轄區內 24所圍棋特色學校進行了授牌，授牌儀式

後，第十三屆「三星杯」世界圍棋公開賽冠軍羅洗河先生和首屆「新人王」賽冠軍梁偉棠先生與現場的小棋手們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

「車輪戰」。  

深圳市羅湖區榮膺「全國圍棋之鄉」的美譽稱號，影響深遠，意義非凡。將進一步擴大羅湖圍棋文化的影響力，為羅湖區持續推動

圍棋運動深入發展提供長足動力，助力羅湖「文化強區」建設，對粵港澳大灣區圍棋事業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