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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U18足球代表队（白）与江西师大女足比赛中。 李 征摄

勇敢出发 不懈“追球”
——江西4支足球队伍出征全运会预选赛

李 征 本报记者 钟端浪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
告，详见下表：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
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
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
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
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
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
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 2021

年 4 月 21 日 。 联 系 人 ： 曹 先 生 ，联 系 电 话 ：
0791-87703116，邮件地址：caoyuanfeng@coamc.com.
cn，通讯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中大道 1402号浦
发大厦14楼，邮编：330038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
举报。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0791-87703126（我分
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 财政部驻江西省财政监察专员
办事处 电话：0791-86821882；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 电话：0791-86766700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 2021年 4

月21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2021年3月24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关于上饶清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不良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上饶清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所在地
江西省上饶市

币种
人民币

本金
100,000,000.00元

利息
19,217,916.67元

债权截止日
2019.9.19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当前资产状况
债务人已进入破产清算；抵押人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
公司与龚建华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编号：中长资
（赣）合字【2020】143号），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将其对下列债务清单所列债务
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债权（利息、罚息、违约金等按委

托清收协议、法院判决等法律文件计算为准）依法转
让给龚建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
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债务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

算主体。
龚建华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

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
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龚建华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2021年3月24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与龚建华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截至2020年4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债务人名称

高安市瑞银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人名称
江西瑞州陶瓷有限公司、大观楼食品集团有限公司、高安市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高安市瑞鹏陶瓷有限责任公司、江西亚中纺织有限公司、
高安中瑞投资有限公司、万瑞琳、胡江华、武和平、兰淑华、罗三 、程学数、高安市瑞银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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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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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是中
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已进入决
战决胜的关键时期，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冬奥
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表示：“我们将全面落
实中央的决策部署，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
办赛要求，坚持如期办赛、简化办赛、安全办
赛、精彩办赛、合力办赛，与国内外各方面紧
密合作，努力克服各种困难，确保北京冬奥会
如期安全顺利举办。”

在筹办工作面临的诸多挑战中，疫情防控
无疑是重中之重，张建东说：“国际疫情仍在持
续蔓延，我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仍然
很大，对冬奥会顺利举办是很大的挑战。”

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杨扬认
为，冬奥会筹备工作已进入赛时阶段，工作计
划性是保障冬奥会顺利进行的关键，有一些
工作因疫情的不确定性带来了挑战，尤其关
键技术岗位需要的国际人才因新冠疫情导致
的全球旅行限制，为人员到岗保障带来了不
确定性。

杨扬建议出台以科学、安全为基础的“疫
情防控期间保障北京冬奥会国际交流与技术
人才来京工作相关政策”，以便北京冬奥组委
制定工作计划、保障冬奥会顺利进行。

据了解，北京冬奥组委已和国际奥委会、
世界卫生组织等成立了国际疫情防控工作
组，与国家卫健委联合组建了国内疫情防控
专班和专家组，将充分发挥国际、国内两个疫
情防控机制作用。

北京冬奥组委体育部副部长王艳霞表
示：“北京冬奥组委依托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
防联控协调机制，在做好疫情防控基础上，协
调解决 180 名亟需外籍人员入境开展工作。
下一步将研究制定冬奥会防疫和运行方案，
按照风险等级、人群类别、活动区域等做好精
准防控。”

冬奥会测试赛是检验赛事举办和防疫能
力的重要参考。按照冬奥标准和疫情防控需
求，北京冬奥组委采取灵活组织测试活动、就
地办赛的形式，在 2021 年 2 月举办了雪上项
目测试活动，4月上旬将举办冰上项目测试活
动，并计划在今年10月至12月举办10项国际
赛事和 3个国际训练周，作为冬奥会测试赛，
对筹办工作进行测试。

推进赛事筹办工作的同时，赛场之外也有一项新的发展
任务，就是“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沈瑾提出了“建设国家体
育运动休闲示范区推动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议”提案。沈
瑾表示，设立京张国家体育运动休闲示范区，共同聚焦冰雪
运动和户外旅游休闲产业，将有利于进一步整合资源，促进
冬奥遗产的永续利用；有利于共同做大做强冰雪产业，为首
都和全国人民提供更加丰富、更富魅力、更加绿色、更加便捷
的运动休闲服务；有利于实现我国建设体育强国、在三亿人
中更好推广冰雪运动的战略目标，更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国家战略的实施。

冬奥筹办过程中，京张地区在交通、生态、产业、公共服务
等领域展开合作，让当地人切身感受到了“冰天雪地也是金山
银山”。现在的崇礼，每4人中就有1人从事冰雪相关作。

言必信，行必果。北京冬奥，将为世界搭建一个稳妥的冬
奥舞台，给中国留下一份丰厚的冬奥遗产。（据新华社北京电）

3月22日，国足球员于大宝（上）在训练中。
当日，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继续在上海训练，备战男足

世界杯预选赛四十强赛。 新华社记者 丁 汀摄

3月22日，江苏队球员刘向东（右）在比赛中扣球。当日，
在秦皇岛市进行的中国男子排球超级联赛四分之一决赛中，
江苏队以3∶0战胜河南队。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3月23日，北京选手张小楠在大跳台女子组比赛中。
当日，全国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锦标赛大跳

台项目预赛在吉林长白山举行。 新华社记者 许 畅摄

“加油！加油！加油！”3月 14日，南
昌市体育中心八一体育场上，江西省全
运会女子 U18 足球队队员高喊着口号，
她们的对手是平均年龄比自己大几岁的
江西师大女足。一场以锻炼队伍为目的
的训练赛开始了，经过激烈比拼，最终江
西U18女足姑娘4∶3战胜了姐姐们。

今年西安全运会足球项目分男子
U20、男子 U18、女子成年和女子 U18 四
个组别，江西将派出 4支代表队参赛，这
是江西足球30年来首次以全序列组别征
战全运会预选赛，在江西足球历史上具
有重要意义。

“全运会是目前国内非职业最高水
平的体育赛事，我们有了队伍就有了希
望，否则连参加比赛的机会都没有。”省
足协秘书长王贤敏告诉记者。

紧张冬训 全力拼搏

1月24日的广昌县寒风刺骨，但该县
的足球训练基地内却热闹非凡。为全力
备战第十四届全运会，江西省4支全运会
足球队伍在此开展了为期20天的冬季集
训，训练内容包括体能、力量和技战术演
练等。

与以往没有赛事就解散的情况不
同，如今的省青少年足球队伍，正越来越
向规范化标准看齐。据省足协对全省冬
训情况调查，除去在广昌集训的省全运
会足球集训队外，今年全省 11个设区市
足协以及 56家青训机构（俱乐部、学校）
组织了集中冬训，4459 名青少年球员在

270名教练员的指导下，集中开展足球训
练，这是以往江西足球看不到的风景。

“传接球注意减少失误！”“跑动积极
一些！”女子U18足球队主教练金丽鹤在
场边不断向队员发出指令。与江西师大
女足比赛结束后，他表示，通过这场热身
赛，队员之间的配合变得更有默契，达到
了锻炼队伍的目的。今年64岁的金丽鹤
是江西足坛的元老，曾以运动员身份代
表江西参加过三届全运会，还担任过男
足国青队队长，这是他第二次以教练员
身份带队参加全运会。“江西足球这几年
有了变化，青训力度大、赛事多、梯队建
设得到加强。”金丽鹤说，但江西足球发
展停滞了很长时间，未来的路还很长。

施兰、叶姚是金丽鹤的爱将，两名队
员在一起踢球已有8年，默契十足。球场
上她们是队友，场下是好闺蜜。“我很欣赏
叶姚在场上的拼劲，而且非常果断。”施兰
对好朋友十分了解。而叶姚对施兰更是
赞赏：“她头脑清楚，在场上有大局观。”

对即将到来的全运会足球预选赛，
两名队员也有自己的认识：“会尽全力去
拼，即使我们的实力不如别人。”

江西足球改革初见成效

“江西足球正在重新出发！”王贤敏
憧憬着江西足球的未来。而在这条再出
发的道路上，2017年、2019年是两个重要
时间节点。

按照《关于推进地方足球协会调整
改革的指导意见》和《江西省足球改革发

展实施方案》要求，2017 年 6
月，省足球协会第六届第一
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南昌召
开，正式启动江西足球调整
改革，省体育局与省足球协
会正式脱钩。省体育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脱钩并不是脱
离、放任不管，而是释放改革
活力，进一步发展足球运动。

3月19日，省体育局竞体
处 有 关 人 士 告 诉 记 者 ，从
2019 年开始，每年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形式，省体育局和省足协签订
合作协议，旨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青训
梯队建设、赛事平台建设和省 U 系列足
球集训队建设等。据记者了解，U 系列
省队建设体系从无到有，省体育局以政
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授权省足协组建了8
支 U 系列省足球集训队，全力备战全运
会。该人士说，通过近两年的发展，江西
足球取得了一定成绩。

换届脱钩、协会社团化、政府购买服
务、备战全运会……这些关键词彰显我
省足球改革的成果。以足球改革破题
我省体育行业改革，体现了我省体育行
政主管部门推进“放管服”改革的勇气
和决心。

从 2019年开始，在省体育局和省教
育厅的支持下，省足协组织各设区市足
协开展省足球联赛和省足球协会杯两大
重点赛事，覆盖青少年、成年和中老年群
体。无论是参赛队伍、参赛人数、比赛场
次，还是注册教练员、裁判员人数都大幅
度增加。2020年省级赛事达 2503场，参
赛运动员达14940名。

赛事蓬勃开展的同时，我省足球青
训机构和专业人才培训也迎来了春天。
据了解，2020 年注册的青少年运动员达
4370 人，足球教练员、裁判员共计培养
2070人次，均创历史新高。

“有孩子，有队伍，有教练，有裁判，
有赛事，环环相扣，江西足球才能逐步走
向正轨。”王贤敏说。

近年来，群众对于足球的热情高
涨。数据统计，2020 年省足球联赛和省
足球协会杯赛事的网上直播浏览量超
500万次，赛事相关的进球集锦等短视频
内容播放量突破400万次。

社会足球场地数量增多，满足了群
众对足球场地的基本要求。2020 年，全
省社会足球场地建成800余块，总计拥有
2400余块，超额完成“十三五”期间社会
足球场地的建设任务，实现每万人拥有
足球场地 0.5块的目标。“十四五”期间我
省还将建成社会足球场地800块，校园足
球场地1600块。届时我省足球场地数量

将再上一个台阶。

尚存短板 江西足球路还很长

有氧耐力训练、核心拉伸力量训练、
门前快速射门训练……主教练孙彬训练
计划安排得满满当当。孙彬带领的省男
子U18足球队，是省足协、南昌足协和南
昌二中从2019年开始合作共建的我省U
系列梯队的一支队伍。“我们的基础虽说
比不上足球强省，但孩子们还是可以冲
一冲。”

今年30岁的孙彬曾是中甲球队的职
业球员，如今是南昌二中红谷滩校区的
一名老师，负责该校足球教学。7年的执
教足球经历，已让孙彬和孩子们建立了
深厚的感情。目前，南昌二中已形成校
园足球特色教学体系，该校初中部有3支
足球队，高中部 2支。“已经有足球名宿、
国内俱乐部看上了几名优秀学生，但如
果没有更大更好的平台，好苗子被挖走，
江西足球人才流失将是很让人心痛的。”
孙彬对此表示担忧。

在今年投入冬训的270名教练员中，
B级以上为 0，B级为 2人，更多的集中在
D级和E级，共计 206人。高水平教练员
数量短缺，也反映出江西省足球基础较
差的现实。

此外，江西足球还存在年龄结构严
重断层的情况。冬训 4459 名球员中有
3903 名是男性，男足 U16 和 U17 只有
110余名球员，而U18和U19各只有48人
和 32人。女足球员组成也不容乐观，基
数已经低至556人。

多年来，江西足球处于“基础差、实
力弱、影响小”的状态。足球发展不能指
望一朝一夕出成绩，需要通过几十年、甚
至几代人的努力和付出。江西足球改革
的这几年，我们看到了江西足球勇敢出
发的步伐。而今年参加全运会预选赛的
队伍主要以锻炼为目的，要突出重围打
进西安决赛圈困难重重。“但不管怎么
说，足球是圆的！一切皆有可能。”采访
结束，孙彬给记者留下一个颇有意味的
眼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