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尼斯人争霸战” 

塞萨尔‧孔卡 VS.杨连慧 

争夺 IBF 轻次中量级世界冠军宝座  

最后新闻发布会 
 

曹星如、诺尼托‧多纳尔、吴国权、丹尼斯‧沙菲科夫、何塞‧拉米雷斯 

以及 Bob Arum 均有出席  

 

拳击盛事即将于 7 月 18 日（星期六）下午 5 时 30 分 

在澳门威尼斯人金光综艺馆拉开帷幕 

 
 （澳门，2015 年 7 月 16 日）-- 排名第一的不败拳手塞萨尔‧孔卡（CESAR "El 

Distinto" CUENCA）距离与 Rocky Marciano 神圣的 49-0 记录还有三站胜利之遥，而他的

对手，未有战败记录且排名第二的杨连慧正要力争成为夺得世界冠军头衔的第二个职业拳手，

两位猛均将在这个星期六进行世界冠军争夺战前，今天出席于澳门威尼斯人®举行的赛前最

后新闻发布会。来自阿根廷查科省的孔卡（46-0，2 KOs），以及来自中国大连的杨连慧

（19-0，14 KOs）将于 7 月 18 日（星期六）在澳门威尼斯人的金光综艺馆举行之“威尼斯

人争霸战”主赛事中交锋，奋勇争夺悬空的 IBF 轻次中量级世界冠军。 

 

    与孔卡及杨连慧一同出席这次新闻发布会的还包括：曾在五个不同重量级别都获得过

世界冠军的前任年度最佳拳手、来自菲律宾宝和省的诺尼托‧多纳尔（NONITO "Filipino 

Flash" DONAIRE；34-3，22 KOs）；未尝败绩且世界排名第 4 的超蝇量级香港选手 “神

奇小子”曹星如（16-0，9 KOs）；排名第一的轻量级拳手、来自俄罗斯米阿斯市的丹尼斯

‧沙菲科夫（DENIS "Genghis Khan" SHAFIKOV；35-1-1，18 KOs）；2012 年美国奥运

选手兼不败轻次中量级拳手、来自加利福尼亚州阿维纳尔的何塞‧拉米雷斯（JOSE 

RAMÍREZ；14-0，11 KOs）；以及名人堂推广人 BOB ARUM。 

 



金沙中国全球首席市场官戴夫• 霍顿表示：“金沙中国对于与 Top Rank 第九次携手

在澳门威尼斯人举办拳击盛事感到十分自豪。我们坚信“威尼斯人争霸战”能够秉承拳击爱

好者从我们过往的活动中所持之期望及标准，我们亦同样相信这次拳赛将再一次令世界的目

光聚焦澳门，同时协助提升及巩固澳门作为世界旅游及休闲中心之地位。” 

 

名人堂推广人 Bob Arum 表示：“过去两年以来，澳门威尼斯人已成为国际拳击之都，

而“威尼斯人争霸战”正是最好的例子。16 位来自 5 大洲 10 个不同国家的拳手将参加这次

拳击盛事。Top Rank 非常自豪能够再度与金沙中国有限公司合作，在金光综艺馆呈献又一

场世界冠军头衔争夺战。杨连慧为了这场对阵不败拳手塞萨尔‧孔卡之世界冠军争夺赛，在

弗拉迪•罗琦（Freddie Roach）及贾斯丁•福琼（Justin Fortune）指导下进行了非常刻苦的

训练。我深信他会让中国为其而感到自豪，因为他十分努力地想要赢取世界头衔而荣归故里。

此次拳赛的所有回合都将于同一天在美国能够收看，给予这优秀比赛场地及拳手更多曝光的

机会。” 

 

          由 Top Rank®联同 Tecate 及盛力世家合力推广的“威尼斯人争霸战”，尚余的门票

现透过金光票务™发售，门票价格由港币/澳门币 180 元起，观众亦可选购包括船票或酒店住

宿的套票。“威尼斯人争霸战”将于下午 5 时 30 分揭开序幕，首场比赛在晚上 6 时于澳门

威尼斯人金光综艺馆展开。 

 

       “威尼斯人争霸战”为金沙中国最新的世界级体育盛事，亦是其多层次娱乐策略的一部

份；该策略旨在透过澳门金沙度假区的娱乐选择推动澳门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同时，今次拳

坛盛事亦为打造澳门成为亚洲顶级娱乐胜地及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作出了贡献。 

 

注：赛事回合及时间可能会被更改 

 

 

 

 

 



门票详情：  

 

活动   威尼斯人争霸战 

 

日期及时间  2015 年 7 月 18 日；下午 5 时 30 分（首回合于晚上 6 时开始） 

 

地点   澳门威尼斯人  金光综艺馆 

 

票价   澳门币 / 港币 4,680  （金区） 

澳门币 / 港币 1,680  （银区） 

澳门币 / 港币 1,280  （铜区） 

澳门币 / 港币 980 （A 区） 

澳门币 / 港币 580 （B 区） 

澳门币 / 港币 280 （C 区） 

澳门币 / 港币 180 （D 区） 

 

船票套票 观众可另加澳门币 / 港币 108 元购买包括金光飞航往返港澳双程船票的套票

（不适用于购买 D 区门票） 

 

 

购票详情  金光票务 

 网上订购﹕

https://www.cotaiticketing.com/VCLTicketing/event.do?lang=zh
_CN 

 售票处﹕ 

o 澳门威尼斯人– 金光综艺馆及酒店正门大堂售票处 

o 澳门四季酒店– 百利宫售票处  

o 澳门金沙 一楼售票处 

o 金沙城中心–喜来登酒店正门及假日酒店正间售票处 

 电话订购﹕  

o 澳门热线﹕ +853 2882 8818  

o 香港热线﹕ +852 6333 6660 

o 中国内地免费热线﹕ 4001 206 618 

 

香港快达票（将额外收取每张门票的顾客服务费） 

 网上订购﹕www.HKTicketing.com 

 电话订购﹕ +852 3128 8288 

 

澳门广星传讯 

 网上订购﹕ www.macauticket.com 

 有关门市资料请浏览﹕
www.macauticket.com/TicketWeb/ServiceStations.aspx  

 电话订购﹕ +853 2855 5555 

 

http://www.hkticketing.com/
http://www.macauticket.com/
http://www.macauticket.com/TicketWeb/ServiceStations.aspx


 
图片说明：将于星期六出赛 “威尼斯人争霸战”的拳手们出席于星期四在澳门威尼斯人举

行的最后新闻发布会。这场多回合对战将于 7 月 18 日（星期六）下午 5 时 30 分在澳门威

尼斯人金光综艺馆展开，首场比赛将于晚上 6 时开战。门票透过各大金光票务售票处公开发

售。 

 

从左至右: 何塞‧拉米雷斯、吴国权、诺尼托‧多纳尔、塞萨尔‧孔卡、杨连慧、安东

尼．瑟杜、丹尼斯‧沙菲科夫以及曹星如。 

 

 
图片说明：金沙中国全球首席市场官戴夫• 霍顿于星期四在澳门威尼斯人举行的 “威尼斯人

争霸战”最后新闻发布会上致辞。这场多回合对战将于 7 月 18 日（星期六）下午 5 时 30

分在澳门威尼斯人金光综艺馆展开，首场比赛将于晚上 6 时开战。门票透过各大金光票务售

票处公开发售。 
 



 
图片说明： 名人堂的创办人兼行政总裁 Bob Arum 于星期四在澳门威尼斯人举行的 “威尼

斯人争霸战”最后新闻发布会上致辞。这场多回合对战将于 7 月 18 日（星期六）下午 5 时

30 分在澳门威尼斯人金光综艺馆展开，首场比赛将于晚上 6 时开战。门票透过各大金光票

务售票处公开发售。 

 

   

                              杨连慧                                              塞萨尔‧孔卡                                                 

 

吴国权                                                曹星如 

图片说明：澳门最新的拳击盛事﹕“威尼斯人争霸战”将于 7 月 18 日（星期六）在澳门威

尼斯人举行，主要赛事为杨连慧及塞萨尔‧孔卡（Cesar Cuenca）的世界级对决，而曹星如

诺尼托‧多纳尔（NONITO "Filipino Flash" DONAIRE）、吴国权、丹尼斯‧沙菲科夫



（DENIS "Genghis Khan" SHAFIKOV）及何塞‧拉米雷斯（JOSE RAMÍREZ）亦会登场应

战。门票售价由港币 / 澳门币 180 元起，透过各大金光票务售票处公开发售。 

 

### 

 

澳门金沙度假区综合度假城的娱乐设施 

金沙中国有限公司拥有一个清晰愿景，将澳门打造成亚洲顶级娱乐目的地。 

 

设有15,000个座位的金光综艺馆是亚洲区内唯一一个根据售票情况被演唱会行业杂志Pollstar评选为全球首100

个最佳活动举行场地之一。这个南华地区最顶尖的娱乐目的地专门举办全球及地区性最盛大的音乐、体育和颁

奖典礼活动。名人巨星亦经常拣选此地作为其亚洲巡回表演的首站。 

 

设有 1,800 个座位的多功能威尼斯人剧场为大中华区内最豪华的娱乐表演场地之一。设有身穿礼服的剧场接待

员、香槟服务、特色餐饮，以及其他独一无二的顶级设施，威尼斯人剧场提供亲切、奢华及专属的场地体验。

威尼斯人剧场担当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致力为澳门呈献最顶尖的中式及国际娱乐表演，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豪华

剧场体验。 

 

设有 650 个座位的金沙剧场定期举行国际著名歌手、表演家或艺人的高水平演出。无论是传统中国舞蹈员或是

现代化的表演、歌唱团或是当代乐队，金沙剧场提供包罗万有的中西式娱乐节目选择。 

 

拥有无可匹敌的多元化娱乐项目选择，澳门金沙度假区综合度假城正为澳门迎来一个娱乐新世代。 

  

如欲查阅最新的娱乐表演及活动日程，请浏览网页 http://www.sandsresortsmacao.com/macau-shows.html 及

http://cn.sandsmacao.com/entertainment.html 。 

 

关于澳门威尼斯人®
 

于 2007 年开幕的澳门威尼斯人®是澳门首间大型综合度假村，以意大利威尼斯水乡风貌为建筑蓝本。澳门威尼

斯人设有 3,000 间豪华套房、11 万 1,000 平方米的会议展览设施和拥有 15,000 个座位的金光综艺馆，适合举

办各类世界性体育赛事及文娱活动。澳门威尼斯人亦设有 1,800 个座位的豪华威尼斯人剧场，以举办最顶尖的

国际及中式娱乐节目，还有超过 30 家著名餐厅食府、泰福马泷日间医院及水疗、乐趣无穷的室内游乐场历险

Q 立方，以及威尼斯人购物中心内的 350 多间商铺。室外另设有多个泳池、池畔休闲小屋和一个小型高尔夫球

场。 

 

如欲索取更多相关信息，请浏览网页 http://cn.venetianmacao.com/ 。 

 

关於澳门金沙度假区 – 金沙中国的综合度假城 

金沙中国有限公司是澳门最大规模的综合度假村发展商、业权人及营运商。名为澳门金沙度假区的庞大综合度

假城项目坐落於相连著氹仔与路环的填海地带，於路氹中心点提供一站式、包罗万有的精彩体验。澳门金沙度

假区已把路氹发展成为一个综合度假城，是一个国际旅客首选的商务及娱乐休閒目的地。 

 

澳门金沙度假区全天候提供多姿多采的旅遊项目选择，为旅客提供约 9,000 间豪华及价格适中的酒店客房及套

房等住宿选择。澳门金沙度假区亦同时提供国际巨星现场表演节目、超过 650 间国际品牌的豪华免税购物商店、

总面积达 14 万平方米的会议展览场地，以供举行亚洲区内首屈一指的会议展览。此外，海陆空的交通运输配

http://www.sandsresortsmacao.com/macau-shows.html
http://cn.sandsmacao.com/entertainment.html
http://cn.venetianmacao.com/


套，以及包括米芝莲星级佳餚餐厅、酒吧及酒廊的超过 100 个餐饮选择皆汇聚於此。澳门金沙度假区已成为旅

客不容错过的目的地，并为大家带来难忘的体验及无可媲美的娱乐享受。 

 

澳门金沙度假区由澳门威尼斯人®、设有澳门四季酒店的澳门百利宫™，以及设有全球最大的康莱德酒店、喜来

登酒店及假日酒店的金沙城中心所组成，是一切皆尽在咫尺的亚洲终极旅遊目的地。还有於 2016 年落成、象

徵著萧登‧艾德森对於路氹综合度假城之愿景的标誌…澳门巴黎人。 

 

澳门金沙度假区...一切尽在这里。如欲索取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网页 http://www.sandsresortsmacao.com/    

 

http://www.sandsresortsmaca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