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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创客小镇电子竞技基地的电竞选手正在训练。

电子竞技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落户我省

江西电竞 明天会更好
李 征 实习生 万金璐 文/图

4月 19日，葡萄牙名教头穆里尼奥遭英超托特纳姆热刺
俱乐部解雇。这是 2020年 2月 19日，热刺主场以 0∶1不敌莱
比锡的比赛中，穆里尼奥在场边。 新华社记者 韩 岩摄

“先把高地推了，再推别处。”“大家时
刻注意自己的位置。”……教练在一旁指
导，5名队员右手快速点击移动鼠标，左手
5个手指如弹钢琴一般，不断地敲击着键
盘。队员们熟练的操作技巧，让记者看得
眼花缭乱。4月15日15时，2021“英雄联
盟”季前赛江西队正与广东队展开激战，
并最终战胜了对手，这是他们今天的第二
场比赛。目前，江西队在 23支参赛队伍
里，与上海队、广东队并列第三名。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公示了 2020年
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评选结果，江西软件
职业技术大学的先锋创客小镇电子竞技
基地榜上有名，成为全国唯一的电子竞
技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电子竞技也
算体育项目？”“电子竞技不就是玩游戏
吗？”带着疑问，记者走进了这个刚刚获
批的项目基地。

电竞不是游戏那么简单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的一栋学生

公寓里，“英雄联盟”季前赛江西队与对
手激战正酣，队员都是该校学生，也是先
锋创客小镇电子竞技基地HMG战队成
员。看似在玩游戏，但背后却要付出不
为人知的艰辛。“除训练外每天还要打几
场排位赛，在电脑前至少待 10小时。”队
员陈鑫的手指非常纤细，但就是这双看
似瘦弱的手为他带来了 2019年、2020年
两届大学生电子竞技联赛世界冠军。不
仅如此，HMG战队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
还赢得了数十个全国比赛冠军。

2020年该校成立电竞俱乐部代表江
西省参与腾讯TGA运动会。从中午1点
到晚上 12点，吃饭、休息不超过两小时，
训练、比赛、打排位，成为队员每天的安
排。教练还要对每天的训练和比赛进行
复盘，提升队员对游戏的理解。和传统

体育项目一样，电竞需要技术指导、技战
术分析和总结。“电竞职业选手绝不是玩
游戏这么简单。需要打出团队默契，应
对不同的强手，训练和总结都是需要坚
持的。”陈鑫说。每天长时间面对电脑，
不到20岁的陈鑫颈椎、腰椎都有了毛病，
几度想要放弃的他，在教练和队友的鼓
励下，还是坚持了下来。“首先是自己热
爱，加上大家训练打比赛多年也有了感
情，如更换队员，团队默契程度会受很大
影响。”陈鑫告诉记者。

2016年该校就开设了电子竞技运动
与管理专业，今年在校师生约200人。“但
是能够去打比赛的学生才5到6人，天赋
和勤奋缺一不可。许多学生意识到电竞
职业没有想象中轻松，自身与职业选手
存在很大差距，主动放弃了走职业选手
的道路。”负责电竞管理的王旭接受采访
时表示。据介绍，电竞选手职业生涯很
短，一般 25岁就是天花板，“并不是因为
他们的脑力跟不上，而是手速跟不上了，
精力也会出现衰退。”

从娱乐性和竞技性区分
早在 2003年，电竞已被列为国家体

育总局正式体育项目。2016年教育部设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归体育类。
2022年杭州亚运会，电竞将成为正式比
赛项目。

在职业选手眼里，电竞是体育；在家
长眼里，电竞就是游戏；在孩子眼里，玩
游戏就是电竞。电竞和游戏，普通人很
难在两者之间划出清晰的界线。

从事电竞教学多年的郑之洋老师有
自己的理解：电竞列为体育项目最明显
特征就是公平性，竞技双方实力可能会
不均衡，但是规则一定是公平的。他说：

“有人问我，扑克牌‘斗地主’算不算电子

竞技，我认为不算。‘斗地主’的运气成分
占比较高，失去了基本的公平性。”

在传统观念中，体育应是人与人之
间肢体、力量、身体技巧的对抗和比拼，
具有大量消耗体力、挥汗如雨的特点。
郑之洋表示，电竞更像体育项目中的围
棋，都是脑力上的对抗，只不过把棋盘换
成了电脑，“都通过一定规则进行竞技，
考验手眼协同、反应速度、策略和计算能
力。”

当前，主流电竞项目是以某些网络
游戏作为对抗平台，因此很难绕开“玩”、

“不务正业”的话题。孩子一旦沉迷网络
游戏，家长们则视电竞为“洪水猛兽”。
但并不是所有的“打游戏”行为都能被称
为电竞，两者之间还是有明显的区分。

“‘打游戏’的侧重点是娱乐，多是抱着
‘玩’的心态，玩家注重游戏体验，输赢并
不重要。而电竞的侧重点是竞技，公平
和规则是前提，对抗性是基础，胜负是结
果。因此电竞一定有结局，输、赢、平局
或名次。”郑之洋向记者分析。

“像‘英雄联盟’是五人协同作战，总
会有队员需要做出牺牲。为团队做出牺
牲的队员，游戏体验会很差。但如果是
职业选手，平时训练时就得有想方设法
让队伍赢的意识。这盘游戏好不好玩不
重要，赢下比赛才是目的。”郑之洋告诉
记者，“虽然电竞选手没有体能
上的剧烈消耗，但借助游戏媒介
进行认知策略的对抗，这也是对
人体机能的挑战。”

江西电竞产业未来可期
电竞职业选手是玩家金字

塔的顶端，能打出成绩的更是凤
毛麟角。但电竞作为现代新兴
产业的代表，政策关注度不断提

升，电竞与文旅产业的跨界融合也为城
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近年来中国电竞
市场规模呈快速增长态势，有数据显示，
中国电竞市场销售额现已超过千亿元。

“电竞带来的经济效益特别大，但专
业人才缺口较大，培养专业电竞人才成
为许多高校愿意尝试的新方向，目前江
西已有 7所高校开设了电子竞技运动与
管理专业。”江西电竞协会副会长白星亮
表示，电竞职业选手属于万里挑一，大多
数学生更希望往电竞幕后方向发展。据
介绍，电竞专业的学生并非整天“上课打
游戏”，还需要掌握经济学、管理学、软件
编程、外语等多方面的知识。

“电竞职业大致可分两个方向，一个
是选手、教练、裁判、比赛分析师、解说等
偏技能、偏专业方向；另一个方向是电子
竞技的幕后工作，如赛事运营、策划、导
播、剪辑、自媒体等。幕后工作在电竞市
场中占比很大，对于电竞专业学生而言，
就业前景也更广阔。”白星亮告诉记者。

尽管我国电子竞技仍处于起步阶
段，但白星亮认为，随着电子竞技国家体
育产业示范项目落户江西，加上省体育
局的有力支持，这将给江西电竞产业发
展带来更多机会，助推江西电竞产业化
进程。“江西电竞的未来值得期待。”白星
亮说。

一、债权基本情况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江西省分公司拟对余干

县健进建材销售有限公司、余干县鹏远建材销售有限
公司2户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1年3月31日，2户债
权总额合计 4796.01 万元。其中：本金合计 2600 万
元，利息合计2196.01万元，（利息、罚息计算以最终合
同及法律文书约定及人民银行相关规定为准）。

欲了解抵押及债务人和保证人详细信息请登录

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
二、处置方式：组包或单户债权转让、债务减免、

债务重组等。
三、交易对象
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

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资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
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
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不属于债务人、相关
担保人及债务人、相关担保人委托的第三方，且

不属于该资产的内、外部关联人，包括但不限于中国
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原员工、现
员工及其关联人、债务企业或其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企业、个人等。亦不属于前述主体投资、控制或享有
其他权益的企业或其他实体。

四、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2021年4月21日
发布，公告有效期为10个工作日。

五、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上述资产的基本情况，仅为我司根据现有资料所作

的描述，仅供投资人参考，并不构成我司对资产之现状在
法律上和商业价值上的任何保证和承诺。对于上述资
产中的交易结构、债权金额、主从债权之法律效力、主从
债务人、担保物、受让条件等之现状等具体情况，请投资
者自行进行调查、分析、判断及决策，我司不对其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具体资产情况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
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至此，投资者不能以该资产存在

瑕疵、重大误解等理由向我司提出任何异议等。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

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
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
动的举报。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邹女士、陈女士、程先生
联系电话：0791-86836917
0791-86836557 0791-86836711
传真：0791-86836681
通讯地址：南昌市阳明路106号
邮政编码：330006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0791-8683677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2021年4月 21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对余干县健进建材销售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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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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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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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江中医药科创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现需聘请一家
单位作为SHE01-09地块石方爆破及附属工程施工单位，具体情况
为：一、服务内容：场地内村道填平及土方平整；石方爆破工程；地
块 旁 村 道 改 造 等（具 体 工 程 范 围 及 内 容 项 详 见 招 标 文 件/
SHE01-09地块石方爆破及附属工程工程量清单）；二、参与单位资
格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省级公安部门核准颁发的《营业性爆
破作业单位》三级及以上证书（省外企业需提供江西省公安厅入赣
备案材料证明原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要求在南昌市
有办公场所及常驻办公人员；三、招定方式：公开招定，凡符合要求
及有意向参与该项目的单位请于2021年4月24日17时前联系乐先
生（18970899445）报名并到南昌市新建区新祺周东大道99号中医
药科创城管理委员会 6 楼建投公司领取招标文件或邮箱在线发
送。其他内容和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招标公告

江西赣江中医药科创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现需聘请一家
单位作为仲景雅苑一期项目场地平整工程施工单位，现将有关事宜
公告如下：一、项目概况：土方平整31266.9 m3、土方增运123237.75
m3；二、参与单位资格要求：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
资质，并具备《安全生产许可证》；三、招标方式：公开招标，凡符合要
求及有意向参与该项目的单位请于2021年4月24日17时前联系李
先生（15879192966）报名并到南昌市新建区新祺周东大道99号中
医药科创城管理委员会6楼建投公司领取招标文件或邮箱在线发
送。其他内容和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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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谷雨收寒，万物生长，2021赛季
中超联赛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拉开大幕。

简短的开幕式一如谷雨这个节气，传递
出扫尽春寒、生生不息之意。作为中国职业
足球的招牌，中超联赛在新赛季来临之际，用
一句“焕新登场”宣告，中国职业足球到了整
装再出发的时刻。

职业联赛近三十年历史，刚刚过去的这
个休赛期可谓前无古人，一系列欠薪、退出事
件闹得鸡飞狗跳，给联赛整体蒙上一层阴
影。然而，一幕幕奇葩剧情背后，却有其必然
逻辑关系——过去几年里，以中超为代表的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虽因资本涌入一度繁荣，
但疯狂无序的过度投资造成攀比盛行，远远
超过了正常投资逻辑和承受能力，最终的结
果只能是崩盘。

“蝮蛇一螫手，壮士即解腕”，从长远来
看，此时的阵痛未尝不是刮骨疗毒的良选，如
果可以遏制联赛虚火，让联赛发展回归正轨，
真正促进中国足球健康发展，带动足球水平
整体提高，则一城一地得失何足道哉。

平心而论，新赛季联赛恐怕不会有前几
个赛季那么精彩好看，在限薪限投的大背景
下，大牌外援纷纷离去，必然会令联赛观赏性
有所下降。但另一方面，这又何尝不是本土
球员的机会？“焕新登场”的不只是联赛，如果
更多本土球员能以更职业、更敬业的态度不
断提升自我，也是中国足球之幸。毕竟，一个
联赛的长久健康发展、一个国家足球水平的
逐步稳定提高，需要大量本土球员的水平提
升作为基石。

当然，“焕新登场”并不一定代表着一鸣
惊人。中国足球还远没有“飞必冲天、鸣必惊人”的能力，在
整体氛围和文化不够浓、大环境不够成熟、青训根基薄弱的
当下，中国足球唯有遵循《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指
明的道路，久久为功、不忘初心。

这条路或许会有一时的沉寂，但看看这个夜晚天体中
心那三万张热情的脸，想想一周前女足获得奥运资格时全
民热捧的盛况，请坚信：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新华社南京 4月 20日电）

欧足联通过欧冠改制方案
强硬回应超级联赛

新华社巴黎4月19日电（记者肖亚卓、
韦骅）在12家欧洲豪门俱乐部宣布“另起炉
灶”创立欧洲超级联赛不到20小时之后，欧
足联19日宣布了欧冠联赛的改制方案，从
2024年起扩军至36队，小组赛改为瑞士制
模式。

改制后，每个赛季的欧冠比赛将比以
前多出100场。

欧足联的这一举动，也被看作是对于
12家豪门俱乐部宣布成立超级联赛针锋相
对的回应。当地时间19日凌晨，欧洲12家
豪门俱乐部共同宣布创立欧洲超级联赛，
这12家俱乐部包括西甲的皇家马德里、巴
塞罗那、马德里竞技，英超的曼联、曼城、利
物浦、切尔西、阿森纳、热刺，以及意甲的尤
文图斯、AC米兰和国际米兰。

尽管此前欧足联已经对这12家俱乐部
提出了警告，并以将这些俱乐部驱逐出现
有的各国联赛及欧战、禁止所属球员参加
国家队比赛相威胁，但依然没能阻止这12
家俱乐部的决定。

豪门俱乐部想要与欧足联分道扬镳，
归根到底还是利益问题。尤其是在疫情的
大背景下，各方日子都不好过。欧足联希
望继续对中小俱乐部进行扶持，但豪门俱
乐部又不愿意割舍自身利益，最终僵持不
下酿成了如今的局面。

此前有媒体报道，12家俱乐部选择此
时“发难”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反对欧足联

即将推出的欧冠改制。但欧足联似乎也没
有丝毫的退让，19日的执委会会议照开，欧
冠改制方案照样通过。

而在当天的会议上，欧足联主席塞弗林
再次做出强硬表态，他说：“过去24小时里，
我们看到了一些俱乐部纯粹出于贪婪而提
出的可耻自私的建议。”

“超级联赛是一个只有‘铜臭味’的组
织。”他说，“但是欧足联要做的是发展足球
运动，帮助需要被帮助的人们。”塞弗林再
次重申，所有参加这项超级联赛的俱乐部
球员，将被禁止参加任何级别的国家队赛
事，包括世界杯以及欧锦赛。

中超揭幕 广州德比难分伯仲

4月 20日，广州城队球员叶楚贵（右）与广州队球员邓涵
文（中）、张琳芃在比赛中拼抢。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摄

本报综合消息 4 月 20
日晚，2021赛季中超联赛在
广州天河体育场打响，在揭
幕战中，坐镇主场的广州队
2∶2 战平广州城队，德比战
首回合握手言和。

比赛第 7 分钟，广州队
邓涵文右路传中，阿兰门前
头球攻门，弹地入网，广州
队 1∶0 领先，这也是 2021 赛
季中超首球。第15分钟，吉
列尔梅在右路突破下底传

中，皮球碰到广州队球员身上
后折射入网，比分变成 1∶1。
下半场易边再战，第 51 分
钟，广州城队右路一次并无
多大威胁的传中，广州队防
守出现漏洞，被叶楚贵在后
点捡漏，轻松推射入网，广
州城队将比分反超。第 86
分钟，吴少聪接严鼎皓的传
中，门前头球攻门得手，将
比分锁定为 2∶2，两队最终
平分秋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