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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更多孩子一个追梦机会
——解读中国足协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竞赛方案

新华社记者 公 兵

费德勒宣布退出法网

6月 2日，中国足协正式发布《中国青
少年足球联赛暨中国足协全国青少年足
球联赛男子初中年龄段U13、U15竞赛工
作方案》。换言之，因为疫情中止一年多、
作为青超联赛升级版的全国青少年足球
联赛即将开赛。该赛事将在体教融合的
基础上，结合各地实际情况，最大限度地
发挥以赛促训、选拔人才作用。

不要让孩子、家长过早做选
择题

“很多孩子的足球生涯止步于小学毕
业”，这句话道出了中国青少年足球现状。
足协调研发现，足球在小学阶段开展十分
火热，到了初中，因为难以兼顾学业和训练
等原因，踢足球孩子的数量下降明显。

根据竞赛方案，联赛采用跨年赛制，
赛程和学校学期时间同步，利用周末和寒
暑假进行比赛，保障球员正常学习进度。

很多时候小球员在普通学生眼中是
“异类”：上课的日子里，球员们在训赛，
放假了还在训赛。这往往意味着球员和
家长必须在学业和踢球中做出选择，迫
于现实压力，大部分家长选择前者。

中国足协副主席高洪波表示：“青训
不能离开校园，让青少年球员健康发展，
要保证义务教育阶段青少年球员的文化
学习，坚持文化教育与专业训练并重，不
能让孩子脱离家庭、学校和社会。”

让更多孩子踢球、踢好球

家长不再过早做选择题，让更多孩子
踢球成为可能，这是中国足球青训向前发
展的前提。《体育总局关于开展全国足球
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同
样把青少年足球人口作为考核标准。文
件指出，在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到2025年，
全市青少年足球人口占在校学生人数总
数达到50%。

根据《中国足球协会青少年训练大
纲》，球员培养分为：青少年启蒙阶段(U5)、
基 础 阶 段 (U6-U12)、发 展 阶 段
(U13-U16) 和 提 高 过 渡 阶 段
(U17-U21)。 解 决 球 员 进 入 发 展 阶 段
（U13-U16）不能继续踢球的问题成为中
国足协下一步的重点工作，这里不仅有改
变社会观念的问题，也有从基本技术磨炼
上升到对技战术理解、在11人制场地上跑

位和站位等技战术问题。全国青少年足
球联赛打破校园和职业赛场隔阂，不设球
员、球队参赛限制，俱乐部梯队、社会青训
机构、体校、学校代表队等都可参赛。让
孩子们在更大的舞台展示自己，实战是最
好的教学，通过比赛帮助他们突破对足球
理解的瓶颈，进而迈入足球殿堂大门。

竞赛方案中提到要摒弃锦标主义，以
青少年球员健康发展为总体目标。让孩
子踢球，踢好球，踢健康的足球，是一个系
统工程，需要各方努力协调。

建立地方联赛体系 给追
梦孩子机会

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的基本原则之
一是：“支持和发挥地方会员协会积极作
用，根据各地方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安排比
赛时间和地点，推动地方青少年赛事发
展，逐步建立起稳定、长期、多层级的地方
青少年联赛体系。地方赛事与全国赛事
有机协调，互不影响和冲突。”

中国地域辽阔，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
需要充分发挥地方协会作用，让更多孩子
有机会亮相地方赛事，并让众多实力球员

参与全国总决赛对决。吸引更多孩子参
与足球运动，培养更多中国足球明日之
星，这正是青少年联赛价值所在。

最后竞赛方案还提及：“建立起青少年
球员数据库，通过比赛选拔优秀的球员进
入精英训练营进行短期强化训练，为国字
号队伍组建奠定基础。”这让青训选材有迹
可循。大数据在青训中发挥的作用已得到
国际足坛认可，德国队夺得2014年世界杯
冠军就受益于德国足协十余年不懈努力建
立的青训大数据中心，众多天才球员因此
脱颖而出，该中心被誉为德国队的“第十二
人”。今年 4 月，中国足协组织了第一期
2005-2006年龄段精英训练营，迈出了全面
摸底中国青训第一步，未来会通过青少年
赛事、区域性训练营邀请更多优秀球员进
行考察，不断扩充优秀球员名单。

振兴中国足球需要什么？答案或许
有足球人口、文化基础，还有持续用力、久
久为功。但毋庸置疑的是，踏上青少年足
球联赛赛场的球员直接代表着中国足球
振兴的希望。给更多孩子一个追梦机会，
中国足球才有更多的腾飞可能。

（新华社北京电）

新华社东京 6 月 7 日电
（记者王子江）日本《读卖新
闻》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相
信东京奥运会能够如期举行
的民众比例达到 50%，比上
个月增加了11个百分点。

《读卖新闻》7日在头版
刊登了调查结果，调查显示，
希望奥运会取消的民众比例
从上个月的 59%下降到了
48%。距奥运会开幕只剩下
46天时间，新的调查结果表
明，日本民众对奥运会的支
持率达到了一年多来的最高
点。

这次调查是在6月4日至
6日进行的，结果还显示，26%
的受访者认为奥运会将在没

有观众的情况下举行，24%的
人认为奥运会可以在设立观
众上限的情况下举办。

最近几个月，由于日本
疫情恶化，包括《读卖新闻》
在内的日本多家调查机构每
月进行的民意调查都显示，
支持奥运会如期举办的比例
持续下降。《朝日新闻》5 月
的调查显示，83%的日本民
众希望奥运会被取消或者再
度推迟，支持奥运会按时举
办的比例只有14%。

进入 6 月以来，东京疫
情总体呈缓和趋势，按照计
划，包括东京都在内的全国
10 个都道府县的紧急状态
将在本月20日解除。

欧洲杯开赛在即
西班牙队长布斯克茨感染新冠

新华社马德里 6 月 6 日
电 （谢宇智）西班牙足协 6
日发布通告确认，西国家队
队长布斯克茨新冠检测呈
阳性。

西足协在通告中证实，
正在马德里拉斯罗萨斯训
练基地随国家队集训的布
斯克茨在 6 日接受核酸检
测，其结果为阳性；队中其
他队员的核酸检测结果均
为阴性。

根据西班牙卫生部和
欧足联制订的卫生防疫条
例，布斯克茨已在当日离开
了训练基地，他将回到自己
在巴塞罗那的家中接受隔
离；与此同时，西班牙国家
队其他成员则将在拉斯罗
萨斯基地接受隔离和进一

步检测，并暂时通过个人训
练的方式继续备战欧洲杯。

离西班牙国家队的欧
洲杯首战只剩一周左右，布
斯克茨感染新冠一事严重
打乱了“斗牛士军团”的备
战方案。布斯克茨几乎肯
定无法赶上将于当地时间
14 日举行的欧洲杯小组赛
首场比赛。目前主教练恩
里克并未做出换人表态，但
根据规定，欧洲杯参赛各队
可在本队首战前征召其他
球员以替换新冠阳性的球
员。

与此同时，西班牙国家
队也将因此事而无法出战 8
日与立陶宛队的友谊赛。
西足协已在当日紧急征召
U21球员替代成年队出战。

6月 6日，德国队球员在颁奖仪式上庆祝。当日，在卢布
尔雅那进行的2021年21岁以下欧洲足球锦标赛决赛中，德国
队以1∶0战胜葡萄牙队，夺得冠军。 新华社/法新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以下简称“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于 2021年 6月 4
日 10时起至 2021年 6月 5日 10 时止在淘宝网资产
竞价网络平台上（http://zc-item.taobao.com）对上饶
市江美贸易有限公司 1户不良债权资产进行了公开
竞价处置，现将竞买结果公示如下：

一、竞拍标的物
（一）标的物概况
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持有的上饶市江美贸易有

限公司1户不良债权资产，截至转让基准日2021年3
月 31 日，贷款债权本金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3,199,
930.69元，利息合计为人民币1,193,492.43元，债权总
计为人民币 4,393,423.12元（该金额已核减 3月 15日
司法拍卖成交的执行回款153.37万元），利息、罚息、
复利金额以合同约定、法院最终裁定、判决为准。

（二）担保措施
1.抵押担保
上饶市江美贸易有限公司债权抵押物为抵押人

章永刚、张平名下位于横峰县岑阳镇解放西路288号
财富广场 5 号楼房产的一层（1-09、1-10、1-11、

1-12、1-13），规划用途为商业，面积合计为164.28㎡。
2.保证人情况
上饶市江美贸易有限公司债权的保证人为邓仕

云、陈树珍、黄世熊。
二、重大事项披露
（一）基准日至交割日之间债务人上饶市江美贸

易有限公司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
省分公司归还的本息等额冲抵竞买价款。

（二）在《债权转让协议》签订日至交割日期间对
贷款债权进行处置而发生的相关处置费用由竞买人
承担（具体以《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为准）。

其他重大事项及瑕疵披露详见淘宝网披露的竞
买公告、竞价规则、竞买须知及《债权转让协议》。

（三）竞买人为境外投资者的，必须遵守执行国
家发改委、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境内金融机构
对外转让不良债权备案管理的通知》《关于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利用外资处置不良资产有关外汇管理的通
知》等有关规定。

三、挂牌价格
竞买起拍价：160万元，保证金：50万元，加价幅

度：5万元或其整数倍，有保留价。付款方式为一次
性付款。

四、竞买结果
本次竞买活动结果如下：报名人数1人，出价人数

1人，竞买人陈小刘。出价次数1次，报价为160万元。
五、竞买规则及成交确认
根据竞买规则，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现对竞买

结果补登7个工作日公告，公告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含刊登日）起 7个工作日止。如在此期间未征询到
异议，则与竞买人陈小刘确认成交。

六、异议的受理
（一）对本次竞价有异议的第三人可在公告期内

就本次竞价活动向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提出异议。
该异议（有竞买意向的除外）原则上应书面提出并提
供相应佐证材料，经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审议，认为
异议成立的，终止本次竞价活动。

因情况紧急，异议人可先通过电话等其他方式
先行提出异议，但应在提出异议后3个工作日内向我
司提交书面异议及佐证材料。

（二）公告期内，有新的竞买人提出参与竞价的，

应在提交异议的同时缴纳足额的竞价保证金到长城
资产江西分公司指定收款账户［户名：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开户机构：中国农
业 银 行 南 昌 市 东 湖 支 行（洪 阳 支 行），账 号 ：
14317201040002455］，我司将重新在淘宝网资产竞价
网络平台对标的资产进行公开竞价转让，竞价时间
另行通知各竞买人。

（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
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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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受理公示项
联系人：陈女士、程先生
联系电话：0791-86836557、0791-86836711
传真：0791-86836681
通讯地址：南昌市东湖区阳明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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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 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对上饶市江美贸易有限公司1户不良债权资产进行公开竞价的补登公告

30年前，为响应国家有关号召，金溪县
琅琚镇从枫山村、城上村、新南村3个村庄
抽调100多户村民和部分外地人落户凤尾
山，组成一个新的行政村——凤尾山村。
30年来，139户660余人在这里安家落户、扎
稳脚跟，原本一片荒芜的山地变成了生态宜
居的小康新村。村庄从无到有、从薄弱到振
兴，倾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心血。如今的凤
尾山村人均年收入达16000余元，发展果业
种植成了该村振兴的“法宝”。

发挥资源优势，推进产业振兴。“农时

不等人，人勤能致富。”果园里水果的沁香
与泥土翻耕后的芬芳混合在一起，村民汪
玖清的心情格外舒畅。“我之前种了60棵奈
李树，奈李一成熟就卖光了，今年又准备加
种70棵。”汪玖清笑着说。汪玖清是凤尾山
村的脱贫户，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去年，他
家销售了西瓜3万公斤、奈李4000余公斤、
柑橘4.5万余公斤，年纯收入近12万元。

一直以来，凤尾山村立足红壤土地优
势，因地制宜发展果业，是该县果业种植
大村。该村实行“一村一品”的发展思路，大

量种植蜜梨、桃子、蜜橘、奈李、橙子等果树，
户均种植30余亩，户年均纯收入5万元。去
年，该村仅蜜梨的收入便达500万元。

解决销售难题，巩固脱贫成果。去年
因受疫情影响，水果的销售问题让当地村
民一筹莫展。为了解决脱贫户的销售难
题，琅琚镇的党员干部和连心小分队努力
想办法，争当“宣传员”“销售员”“快递
员”，通过线上线下、直播带货、消费扶贫、
动员爱心企业与脱贫户定点帮扶等方式，
为果农拓宽销售渠道。

“我对党员干部百分百信任。”郑佑发
是凤尾山村的一名脱贫群众，患有心梗、
脑瘤疾病，2017 年因病返贫。为早日脱
贫，郑佑发在果园栽种了500余棵梨树，果
子成熟后，却因人手不够采摘不及时，导
致大量梨子烂在树上。“党员干部了解到
情况后，第二天就来帮我摘果子、装箱贴
标签，还帮我安排车辆送货。”郑佑发感激
地说。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
奋斗的起点。近年来，该村在巩固脱贫成
果的基础上，持续推进乡村振兴，一幅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的
美丽画卷已徐徐展开。 （肖 瑶）

“荒山村”的振兴路
——金溪县琅琚镇凤尾山村走笔

召开集体提醒约谈会，对去年第四季
度检举控告数量在全省排名靠前的5个县
（区）开展集体提醒约谈。这是抚州市纪
委监委强化信访监督推动解决群众烦心
事、揪心事的举措之一。该市通过专题分
析、交办督办、监督建议等措施，从关乎群
众切身利益的烦心事入手，有效推动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专题分析优作风。该市纪委监委信
访部门着重关注所辖区域信访情况变化，
对信访量异常增长的情况及时进行梳理，

分析原因，为推动监督执纪提供信息和数
据支撑，充分发挥“晴雨表”“情报部”的职
能作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信访举报专
题分析征集评选活动，围绕信访量比较突
出的某个部门、某个领域或某项重点工作
在各县（区）的开展情况进行专题分析，通
过综合分析研判、优化改善区域作风。

监督建议纠问题。该市纪委监委注重
从个案中发现共性问题，综合分析每一件
信访件反映的主要内容，分析问题背后的
原因，从中捕捉带有共性的问题线索，有针

对性地提出监督建议，推动“以点及面”解
决民生问题。不久前，有关部门根据举报
信息仔细研判，认为罗针镇可能普遍存在
类似违规收费问题，于是向临川区纪委提
出了监督建议，督促临川区纪委监委就“搭
车”收费问题对罗针镇辖区内所有村进行
延伸调查，有效遏止了该镇多个村委会办
证“搭车”收费的违规行为。事后，涉事村
委会将收到的款项全部退还给村民，多名
镇、村干部因此受到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

交办督办促高效。该市纪委监委信访

部门关注辖区内信访情况变化，对信访量异
常增长的情况敏锐关注、高度警惕，从海量
的群众举报信中进行甄别、筛选，选择问题
典型、群众反映强烈的检举控告，发函交办
给下级纪检监察机关，并通过审核承办部门
初核报告、听取专题汇报、调阅原始案卷等
多种方式，加大跟踪督办力度，全程动态跟
踪处理结果，推动信访交办件提速、有序、
高效办理。去年以来，共向下级纪检监察
机关交办重要信访件18件，已立案4件，立
案处理11人。 （黄红梅 王静茹）

专题分析优作风 交办督办促高效
抚州加强信访监督推动解决群众难题

6月 6日，哈桑在赛
后庆祝。

当日，在荷兰亨厄
洛举行的世界田联黄金
洲际巡回赛亨厄洛站女
子 10000 米比赛中，荷
兰选手哈桑以 29 分 06
秒 82 的成绩打破世界
纪录。该项目原纪录是
由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雅
娜在 2016 年里约奥运
会上创造的 29 分 17 秒
45。哈桑的新成绩则将
这一纪录提高了将近
11秒。 新华社/法新

飙
破
纪
录

6 月 6 日，克罗地亚队球员莫德里奇（右一）在比赛中传
球。当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进行的一场足球热身赛中，比利
时队以1∶0战胜克罗地亚队。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

据新华社巴黎 6 月 6 日
电 （记者肖亚卓）6 日的法
网，最大的新闻来自场外。
瑞士天王费德勒在经过上一
轮的苦战后，宣布由于身体
原因退出本届赛事。

“在和我的团队商量之
后，我决定退出今年的法网
比赛。”费德勒在社交媒体

上表示，“过去一年里，我做
了两次膝盖手术。所以现
在，我一切要以身体健康为
重，确保不让自己过度消
耗。没有什么比重回球场
更开心的事了。”之前一日，
费德勒与德国选手克普费
尔大战了近四个小时，最终
以 3∶1胜出。

6月5日，费德勒苦战四小时后以3∶1战胜克普费尔。新华社发

日本民众对东京奥运会信心增加
民调比上月上升 11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