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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8日讯 想看
亚沙会的市民们现在就可
以购票啦！8日，海阳第三
届 亚 沙 会 迎 来 了 倒 计 时
100天关键节点，本届亚沙
会的门票票样、第二期亚
沙 彩 票 、亚 沙 会 形 象 大
使、亚沙会运动会服装和

会歌等相继在当天揭晓。
海阳亚沙会门票是新

闻发布会的一大亮点。亚
沙 会 门 票 主 要 包 括 开 幕
式、闭幕式、预演、竞赛门
票四大类，分别以绿色、红
色、蓝色和黄色加以区分，
并 且 采 用 先 进 的 防 伪 技

术。
开闭幕式门票最高价为

2880元，最低价为120元；竞赛
门票最低价为20元。想看亚沙
会的市民们可以通过票务热
线400-616-3333、官方票务网
站http://www.haiyang2012 .cn/
pw、官方门票代售点和赛时

场馆售票亭四种渠道购买亚
沙会门票。

“魅力海阳，喜迎亚沙”
沙滩运动会主题即开型体
育彩票第二期销售仪式也
在会上启动。亚沙彩票品种
多样，中奖率高。彩票正面
印有海阳亚沙会吉祥物体

育运动造型，趣味性很强，
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发布会上正式聘任李
小璐和曹芙嘉为亚沙会形
象大使。

亚沙会运动会服装分为
体育装和正装。体育装以“金
海炫舞”为主题，唐装和礼仪

服装侧重体现了海阳的美丽
风光和历史文化。

据了解，亚沙会自筹
备以来，吸引了众多企业
的广泛参与，截至目前，亚
沙会已签约高级合作伙伴
7家、合作伙伴4家、赞助商
5家、供应商10家。

想看亚沙会，现在就能买票
亚沙会迎来倒计时100天，门票票样、运动会服装等几大亮点揭晓

亚沙会倒计时100天
新闻发布会上举行了“魅
力海阳，喜迎亚沙”沙滩运
动会主题即开型体育彩票
第二期销售仪式。

发行赛事主题体育彩
票已经成为体育彩票的重
要形式，也是宣传赛事、筹
集体育资金的重要途径。
2011年6月16日亚沙会倒
计时一周年之际，第一期
亚沙会主题即开型体育彩
票“魅力海阳，喜迎亚沙”
首发仪式在海阳举行，受
到了广大彩民的大力支持
和广泛关注，精美的票面
更是被许多体育爱好者收
藏。

第二期亚沙会主题即

开型体育彩票名为“激情
亚沙会，快乐在一起”，票
面设计以海阳独特的山、
海、沙雕、竹林等优美风景
为背景，以亚沙会核心图
形作为边框，以亚沙会运
动造型为主题，设置使用
了亚沙会运动造型图标，
体现了大量的亚沙元素。

第二期体育彩票有以
下特点：一、品种多，奖金
高，趣味性强，设有三种中
奖游戏，中奖率达34 . 11%，
返奖率达到65%。二、彩票
印制精美，极具收藏价值。
彩票以亚洲沙滩运动会设
项和海阳的优美风景为主
题，印制精美，也是赛事收
藏品之一。

亚沙会倒计时100天
新闻发布会揭晓了亚沙会
门票票样。海阳亚沙会门
票主要包括开幕式门票、
闭幕式门票、预演门票、竞
赛门票四大类。分别以绿
色、红色、蓝色和黄色来区
分预演、开幕式、闭幕式和
比赛四类门票。

绿色指代起始的预演；
红色寓意运动会热情洋溢
的开幕；蓝色作为主色调，
契合运动会运动项目围绕
海洋的主题；黄色取收获和
温馨之意，寓意运动会虽然
闭幕，却给每个参与的人留
下美好的温馨记忆。

门票正背面底纹图案
设计，把蕴含海阳沙滩运
动会精神的辅助图形融入
渐变的底色，丰富视觉上
的效果。背面的底色较淡，
方便观众须知等文字内容
的识别。

为防止伪造、倒卖门
票，门票制作采用了多重
防伪技术。

本届亚沙会门票实行
低价位销售原则。开闭幕
式门票最高价为2880元，
最低价为120元；竞赛门票
最低价为20元。6万多张门
票将分阶段面向全球进行
实时公开销售。

第三届亚沙会纪念邮
票已成功列入2012年纪念
邮票发行计划。为纪念第
三届亚沙会的成功举办，
普及和推广沙滩运动项目
和全民健身运动，经国家
邮政局批准，中国邮政将
于第三届亚沙会期间发行

“海阳2012第三届亚洲沙
滩运动会纪念邮票”，这是
亚奥理事会开办亚洲沙滩
运动会以来，东道国首次
发行纪念邮票。

亚沙会纪念邮票以本
届亚沙会运动项目为元

素，方寸之间浓缩了沙滩
运动的精彩，彰显了“海
韵、阳光、激情、时尚”的赛
会筹办理念。第三届亚沙
会纪念邮票将于2012年6

月16日亚沙会开幕当天在
举办地海阳举行首发式，
本套纪念邮票一套三枚，
具有重大的纪念意义和很
高的收藏价值，期间，还将
汇集体育题材纪念邮票和
特种邮票精品举行邮票
展，向广大集邮爱好者和
公众奉献一道精神文化盛
宴。

亮点一>>

开闭幕式门票最高2880元
竞赛门票最低20元

亮点二>>

二期彩票中奖率高
收藏价值也不低

亮点三>>

亚沙会纪念邮票
将于6月16日首发

亚沙会8日迎来倒计
时100天，当天晚上在方圆
会议中心举行了盛大晚
会，备受关注的亚沙会运
动会服装和会歌在晚会上
正式揭晓亮相，知名歌手、
亚沙会形象大使曹芙嘉现
场激情演唱了会歌《快乐
在一起》。

晚会采用亚沙会运动

会服装和会歌发布与文艺
演出穿插进行的形式。充
满激情与活力的亚沙会运
动会服装率先在晚会上惊
艳亮相。

亚沙会会歌经过两次
广泛征集，多轮评选，最后
确定由曲波作词，卞留念
作曲的《快乐在一起》作为
会歌。

备受各界关注的亚沙会
运动会服装在当天的晚会上
惊艳亮相，专业模特还现场
进行了精彩的服装展示。据
了解，第三届亚沙会运动会
服装的设计研发从正式启动
到设计、评审、打样、发布，共
历时近一年半的时间。

亚沙会运动会服装分
为体育装和正装。体育装包
括工作人员体育装、技术官
员体育装和志愿者体育装。
体育装由北京服装学院首
席设计师王永进先生及其
团队进行设计，以 “中国
特色、齐鲁文化、海阳风采”
为理念，历时一年半的时间
经过四次修改，最终确定以

“金海炫舞”为主题的系列
服装。体育装的制作由361°

(中国)有限公司完成。
海阳亚沙会运动会服

装正装则包括唐装和礼仪
服装，由亚奥理事会长期合
作伙伴的广东大哥大集团
设计制作完成。

海阳亚沙会礼服、正装
制服设计灵感源于海阳的
自然风光，海阳是一片美丽
而神奇的土地，大自然赐予
了她美妙的山海情韵，并以
弘扬中国传统孔子文化的
儒雅、和谐为设计主旨结合
海阳的历史文化，突出此次
亚沙会引领体育潮流回归
自然的主题。共分为“山海
灵韵”篇、“海韵阳光”篇、

“海韵阳光”篇、“海韵阳光”
篇、“凤舞海阳”篇与“碧海
银沙”篇。

发布会上正式聘任李
小璐和曹芙嘉为亚沙会形
象大使。因为在巴黎参加
秋冬时装周，作为形象大
使的李小璐并没有来现场
接受聘任书，而是通过视
频发表了感言。有意思的
是，她说自己的奶奶就是

海阳人，成为形象大使将
“为家乡、为亚沙尽自己的
力量”。曹芙嘉被聘任为本
届亚沙会的形象大使，作
为知名专业歌手，她在“迎
亚沙会倒计时100天”晚会
上演唱了亚沙会会歌《快
乐在一起》。

亮点六>>

历时近一年半打磨

运动会服装终亮相

亮点五>>

李小璐和曹芙嘉

任亚沙会形象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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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沙会的开幕式门票票样。

亮点四>>

《快乐在一起》歌谱

你看了，会唱吗

▲《快乐在一起》歌谱。

▲亚沙会形象大使曹芙嘉。

▲专业模特在晚会现场对服装进行精彩展示。

▲漂亮的“山海灵韵”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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