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曦将领头羊新疆拉下马
本周五奥体上演江苏德比

本报讯 12月11日，同曦坐镇常州奥体中心主场，迎战
积分排名第一的新疆队，最终以113：104击败对手爆出本
轮最大冷门，让领头羊新疆遭遇本赛季第二场失利。

在赛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同曦面对周琦缺阵的新
疆队火力全开，弹无虚发，新疆队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落后
状态。新疆虽利用人多优势在轮转时间内追进比分，但终
究无力回天。韦弗面对旧主用一次次完美的跳投杀死悬
念，砍下40分并彻底激活了全队，而国内核心球员冯欣也
打出近期最好水平，在CBA生涯首个两双，同曦队共5人
上双。同曦队的出色表现完全点燃了主场气氛，比赛结束
时，MVP声响彻奥体中心，“福地”之名再次得到印证。

本周五，江苏同曦面对拥有前NBA状元奥登“大帝”和
有“小科比”之称的布鲁克斯，以及老将胡雪峰的江苏肯帝
亚队，基于前几场的良好表现，相信本场比赛必将精彩纷
呈，请抓住最后的观赛机会，本周五的比赛将是
CBA2015-2016赛季在常州主场的最后一场比赛。通过大
麦网在线购买票，或45个常武地区国旅门店销售网点，还
可至奥体中心售票处以及少体校、春江和戚区全民健身中
心、奥体青龙馆、奥体青少年活动中心服务总台等处现场购
票,也可拨打售票热线8985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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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大球开始的“职业化”
———江苏体育产业调研之四

2015年对江苏职业体育来说，
注定要载入历史，这一年江苏足篮
排三大球全部成立职业化俱乐部，
这一年江苏国信舜天足球俱乐部
挂牌转让，这一年江苏南钢篮球俱
乐部易手更名……国务院《关于加
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
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国务院"#

号

文件）提出“扩大职业体育社会参
与”，“以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为
切入点，加快发展普及性广、关注
度高、市场空间大的集体项目，推
动产业向纵深发展”，如今，江苏的
职业体育发展转型已经从“三大
球”开始。

在江苏省体育局的规划中，三
大球全部成立职业化俱乐部是打开
三大球职业化、产业化的第一把“钥
匙”。2015年9月，正荣集团、南京一
中和南京工业大学三方共同出资
1000万元，正式组建江苏正荣男排
俱乐部，这意味着江苏三大球全都
有了自己的职业化俱乐部。

事实上，江苏三大球的职业化
之路从20多年前就开始了，男足和
男篮是最先“吃螃蟹的”，也是目前
江苏三大球职业化程度最高的。然
而，面对全新的体育产业发展机遇，
江苏职业体育的“老路”逐渐显露出
力不从心之态。1995年成立的江苏
南钢篮球俱乐部就是一个“典型”，
这个由南钢集团和江苏省体育局共
同组建的俱乐部，曾有过打进总决
赛的巅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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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但近年来这
种老模式逐渐无法跟上联赛职业化
的步伐，成绩一落千丈的同时，还屡
屡出现球员续约转会难题。今年江
苏南钢宣布俱乐部易手，新接手的
江苏肯帝亚集团是一家民企，虽然
体育局仍然拥有股份，俱乐部依然
存在产权和责权的问题，此前国奥
新星衡艺丰不愿续约还导致他无缘
本赛季CBA。但新赛季他们签下前
NBA状元郎奥登和目前的场均得分
王马尚·布鲁克斯，虽然在联赛前六

轮仍难求一胜，但球队明显有“新
气象”之感。

相比之下，从NBL“升级”而
来的江苏同曦俱乐部就没有什么
“束缚”，江苏省体育局副局长杨
国庆就坦言：“同曦是由民营企业
独资成立的俱乐部，产权明晰、责
权明确，俱乐部运作运营没有条
条框框的限制，更有利于俱乐部
规范化、职业化发展。如果同曦俱
乐部能在CBA取得成功，对包括
江苏篮球在内的职业体育的发展
和建设都有借鉴和示范作用。”本
赛季同曦前七轮三胜四负，真有

球队老板陈广川赛季开始前要“重振
雄风”的意思。

无独有偶，两周前江苏国信集
团忽然宣布作价5.23亿元全额转让
江苏国信舜天足球俱乐部股份，在
足球圈引发一片哗然。中超俱乐部
在如今的中国体育圈绝对是稀有核
心资源，多少企业和资本想进入还
不得门，江苏国信集团作为江苏省
国资委下属国企，为何在此时选择
退出？对此，江苏国信给出的官方回
应是：国信集团作为江苏省属大型
国企投资有严格程序，下属企业大
多是股份制企业，集团持续增加投

入的难度越来越大，力度难以和其
他俱乐部攀比，为江苏足球长远利
益出发，愿意转让俱乐部股权。

有意思的是，江苏球迷普遍对
这一转让反应平静，最大的反应不
过是希望保住“舜天”的名号，记者
采访发现，不少球迷认为这的确将
有利于江苏足球的发展，一位资深
球迷说：“国企搞俱乐部还是太僵
化，很多东西难以真正职业化和市
场化，这点看看恒大，再看看其他几
只国企控股的强队，就很明显了。现
在让真正的社会资本、民营企业来
接手的话，相信一定能让江苏足球

有质的变化。”
这位球迷口中“质的变化”，正

是俱乐部的真正职业化。毋庸讳言，
江苏虽然已经在三大球上都有了职
业化俱乐部，但真正要走的路还很
长。显然，除了职业化较完善的男足
和男篮，其他项目的职业化之路还处
于起步阶段，体育部门在俱乐部的组
建和运营上仍然有不小的“痕迹”，当
然，在条件不够具备的情况下“扶上
马”是体育部门需要做的，但对体育
主管部门而言，营造一个良好的职业
体育环境更为重要，体育部门的“介
入”和“退出”都该更科学。

江苏省体育局局长陈刚表示，
要重视运用社会资本和市场力量来
发展职业体育。事实上，江苏职业俱
乐部的“构成”已经十分“丰富”。江
苏女篮是在2014年成立俱乐部的，
组成三方包括五台山体育中心、江
苏省体育局训练中心和江苏省金地
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其中五台山体
育中心的参与比较独特，大型体育
场馆尝试参与运营球队成为江苏在
大型场馆运营和俱乐部职业化产业
化发展探索的一大步。今年成立的
正荣男排，则通过和学校资源合作、
利用学校场地走出另一条路；南京
体育学院中国网球学院今年成立了
江苏高登网球俱乐部，同样希望走
出一条真正的职业化之路；11月初
苏州东吴足球俱乐部宣告成立，并
计划明年征战中乙，这又是一家“纯
草根”的职业俱乐部……

江苏省在年初的全省体育局
长会议上提出，要制定职业体育发
展意见，推进“三大球”、乒乓球、羽
毛球、网球等职业体育俱乐部建
设。陈刚还规划了另一张蓝图：未
来五年江苏要打造超过1000家俱
乐部，“这些俱乐部要是企业实体，
要真正市场化，涵盖的项目会很广
泛，每个俱乐部都可以带动更多的
产业发展”。

新华社记者 王恒志 林德韧

顶呱刮新票“富贵8”登陆常州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体彩中

心获悉，即开体彩顶呱刮新票种“富
贵8”近期已全面登陆常州，该票种
单张面值为20元，最高奖金为100
万元。
“富贵8”单张彩票有三个游戏

区，正如其票名，游戏设置上也将数
字8巧妙融入，游戏一：刮开覆盖
膜，在任一横线、竖线或对角线如果
出现3个相同标志!#

(

$除外），即中

得该游戏刮开区内所示的金额；
如果这3个标志是“8”，即中得该
游戏刮开区内所示金额的两倍。
游戏二：刮开覆盖膜，在任意一场

游戏中，如果出现两个相同标志
（%

(

&除外"，即中得该场游戏右方所
示的金额；如果这两个标志是“8”，
即中得该场游戏右方所示金额的

两倍。游戏三：刮开覆盖膜，如果出
现“08”、“18”、“28”、“38”、“48”、
“58”、“68”、“78”、“98”9个号码中
的任意一个号码，即中得该号码下

方所示的金额；如果出现号码
“88”，即中得该号码下方所示金额
的两倍。

虽然手握高颜值和百万大奖
两大法宝，“富贵8”却一点都不高
冷，相反，为彩友们带来了非常实
惠的回馈活动：上市之日起至12
月19日，彩民凡中该票种单张100
元奖级的，均可获赠5升装食用油
一桶。 !晓寒"

“江南银行杯”企业家乒乓球赛收官
本报讯 12月5日，“江南银行

杯”第三届常州市企业家乒乓球比
赛在兰陵小学举行。来自武进区、金
坛区、钟楼区、新北区、天宁区、戚墅
堰区共63家企业法人代表报名参
加了比赛。

本次比赛由常州市乒乓球协
会、常州市企业家协会主办，江苏
文笔山庄集团有限公司、郎特鉴
赏级、兰陵小学协办，江南农村商
业银行独家冠名。比赛设男子青
年组、男子中年组和女子组三大
组别，进行单打比赛。第一阶段采
用分组循环赛，第二阶段进行淘
汰赛。经过一天206场紧张激烈的
角逐，刘洪、张伟峰、何永俊和沈
元新、胡建宏、陈国立以及白玉
萍、吴亚辉、蒋福音分别获得青年

组和中年组男子单打及女子组单打
前三名。

综观参加本次比赛运动员的技术
水平，普遍与往年相比较进步十分明
显，技术水平相近，比赛精彩激烈。比赛
吸引了数百名常州乒乓球迷现场观战，
一位常州老球迷现场感叹地告诉说：近
几年市乒协每年组织开展多种层次丰
富多彩的乒乓球活动，既丰富了常州市
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又促进了我市全民
健身乒乓球运动的普及与提高，近四年
每年举办的全市少儿乒乓赛、老年人乒
乓赛、女子乒乓赛、领导干部乒乓赛、企
业家乒乓赛、民间俱乐部联赛已经成为
常州市开展全民乒乓健身运动相对固
定的年度常规热闹赛事，在省内外产生
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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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社会体育
指导员近2000人

钟楼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

本报讯 12月10日，钟楼区教文局在运河苑社区五楼
大会场举办了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来自邹区镇、各
街道，以及辖区内各体育类社会组织的120多名群众体育
志愿者参加培训。

2014年12月20日，全民健身被提升为国家战略。社会
体育指导员作为全民健身的重要抓手，日益彰显出重要性，
体育总局刘鹏局长将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形象地比喻为全
民健身的“牛鼻子”工程。

正是基于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基层一线群众体育健身
中发挥根本性支撑作用的认识，钟楼区教育文体局非常重
视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各项培训工作，不断吸纳致力于全民
健身公益服务的新鲜血液，从而壮大全区的社会体育指导
员的队伍。预计到今年底，钟楼区注册社会体育指导员将近
2000人，平均每万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近31人。在
本次培训中，喜人之处是有近20%的学员是“85后”，这对优
化钟楼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年龄结构，带来了积极信号。

本次培训，主办方聘请了常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
讲师团的资深专家，就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任务、基本
要求与实现途径，运动中常见应急救护技能等，为参培人员
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解。在培训结束后，所有学员还统一参
加了问卷测试。通过培训考核，钟楼区将为合格学员颁发三
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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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万元重点扶持14个项目
我市首批市级体育产业发展引导资金揭晓

本报讯 为加快发展我市体育
产业，促进体育消费，今年我市首度
设立市级体育产业发展引导资金，
重点扶持市区范围内具有显著经济
社会效益的体育产业重大项目、优
质品牌以及国内外知名体育赛事。
记者昨天从市体育局获悉，经过申
报、测评、实地勘查、公示等阶段，全
市首批14个市级体育产业发展引
导资金项目于昨日揭晓，引导资金
总规模达480万元。

去年10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
若干意见》，充分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大力吸引社会投资，运用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等多种模式，拓宽体育
产业投融资渠道，推动产业向纵深
发展。体育产业被业界普遍视为迎
来快速发展的重大机遇期。

今年，我市首次设立市级体
育产业发展引导资金，市体育局
与市财政局联合相继出台了《常
州市体育产业发展引导资金使用
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关于组织申
报2015年度市级体育产业发展
引导资金项目的通知》。

引导资金主要来源为市级体
育彩票公益金，采取奖励、资助、

贴息等扶持方式，主要扶持范围包
括体育场馆运营管理、体育健身健
康服务与培训、体育赛事活动、体育
装备研发与应用、体育资源社会化
运作、符合体育产业发展政策的其
他重大体育产业项目等6大类。

引导资金实行申报制度。申
报主体须是在我市登记注册、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体育产业
活动的单位；申报项目须符合我
市体育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和相关
政策，且能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已获得省体育产业
发展引导资金扶持的项目，原则

上不能重复申报。
今年，共有31个项目申报常州

市体育产业发展引导资金。按照“突
出重点、择优扶持”的原则，市级专
家评审组通过项目规模、服务内
涵、发展前景、经济效应、社会效
应以及项目在体育产业行业的先
进性、示范性等方面综合评分，确
定18个项目列入实地考察。对项
目申报单位主体资格、项目实施
进度和项目财务状况等进行实地
考察后，形成初步评审方案提交
市级体育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领导
小组审定，经领导小组最终审定

了14个项目作为我市首批2015年
体育产业引导资金项目，并进入
最终的公示阶段。昨天，公示已顺
利结束。

近年，我市体育产业发展迅速。
过去3年中，累计有46家项目单位
获3000万元江苏省体育产业引导
资金，数额超过全省总量的十分之
一。在积极争取省级引导资金支持
的基础上，武进区体育产业引导基
金由2013年的50万元增至去年的
200万元，溧阳市由2013年的300万
元增至去年的500万元。

!衡兴龙 杨杰"

巴塞罗那抵达日本

在广州恒大队闯入2015年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半
决赛后一天，他们在半决赛中的对手、欧冠冠军巴塞罗那队
14日抵达赛事举办地日本。在机场内，巴萨众将士享受到
了摇滚明星般的礼遇。

当身穿蓝色运动装的巴萨球员出现在成田国际机场
时，前来接机的近300名球迷瞬间沸腾了，梅西、内马尔、苏
亚雷斯3位球星自然成为球迷镜头的焦点。

巴塞罗那队期待成为首支三夺世俱杯的球队，他们曾
于2009年和2011年捧杯。17日，他们将在半决赛中面对亚
冠冠军广州恒大队，后者在13日的四分之一决赛中2：1逆
转墨西哥美洲队。巴萨主帅恩里克面临的一大困扰是内马
尔的腹股沟伤势。内马尔本赛季18次出场，攻入16球，恩里
克有可能选择不让内马尔在世俱杯上出场。

在过往11届世俱杯中，欧洲球队总共7次夺冠。
新华社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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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钢篮球俱乐部易手更名后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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