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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蓝色吹过的夏天
——记意大利队重返荣耀

新华社记者 韦 骅

省青少年赛艇锦标赛收官

7月11日，德约科维奇在颁奖仪式上亲吻奖杯。当日，在
2021温网男单决赛中，塞尔维亚选手德约科维奇以 3∶1战胜
意大利选手贝雷蒂尼，实现了温网三连冠，也收获了个人温网
第6冠和大满贯第20冠。 新华社发（蒂姆·爱尔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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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对所持有的温福实业系列资产包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本资产包总金额为43,136.82万元，包含债权19户，涉及本金27,399.49万元，利息15,737.33万元（包内债权金额的截止日为2021年7月9日），分布在江西省的南昌市、九江市。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
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
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
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
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
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
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
com.cn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本资产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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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9日。

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0791-87703101
电子邮件：wanglimei@coamc.com.cn
通讯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红

谷中大道1402号13-14层
邮编：330038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

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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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

西省分公司
2021年7月13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关于温福实业系列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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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万元）
4,950.68
9,572.13
785.87
1,000.00
91.13
74.32
10.00
700.00
450.00
998.93
172.72
942.97
1,000.00
176.04
130.00
426.22
915.03
1,1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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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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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万元）
4,579.60
3,912.15
1,508.83
271.71
79.18
4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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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队与新温布利球场一定是有
着特殊的缘分。

2007年3月，意大利U21青年队在这里
与英格兰U21上演了新温布利球场竣工后
的首秀，在比赛中上演“帽子戏法”的帕齐尼
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了这座球场的历史。

决赛之夜，新温布利夜如白昼，帕齐
尼的后辈们在意大利拥趸深情的注视下，
在英格兰球迷钦慕的眼神中，将德劳内杯
打上了深深的蓝色烙印。从罗马的揭幕
战到伦敦的决赛夜，意大利人走过了一段
美妙的旅程。从无缘世界杯的乌云密布，
到加冕欧洲之王的拨云见日，“蓝衣军团”
完成了一次凤凰涅槃。

球迷的欢呼声划破了伦敦的夜空，意
大利队王者归来的脚步也在整个欧罗巴
大地回响。

还记得 2017年 11月 14日的那场世界
杯预选赛附加赛么？时至今日，这段不堪
回首的往事仍被提及。当时首回合败于
瑞典的意大利队在次回合面临背水一
战。对整个国家来说，这是一场“战争”，
但是，意大利人输掉了这场“战争”。伴随
球迷们的，是布冯婆娑的眼泪，是贝洛蒂
孤寂的背影。在那个寒风瑟瑟的初秋，圣
西罗夜凉如水，这块意大利足球的圣地，
顿时一片荒凉。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在亚平宁的至暗时刻，走来了一位拓荒

者，这个人，就是曼奇尼。
“为什么要接手这支球队？”这是曼奇

尼上任后，时常需要回答的问题。一来外
界不大相信当年在国际米兰和曼城手握一
手好牌都未能取得令人绝对信服成绩的他
具备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二来这位潇洒
的儒帅确实没必要在黄金年龄为一支似乎
看不到希望的球队蹉跎岁月。

可球员时代在国家队郁郁寡欢的曼奇
尼，坐上教练席后将才华在这支球队身上
肆意挥洒。“我知道过去意大利队用意大利
的方式赢得了四次世界杯冠军，可我喜欢
攻势足球，今后我们将踢得更有攻击性，防
守反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事实证明，曼
奇尼的这番论调，不是糊弄记者的场面话，
也非遥不可及的乌托邦。

经过执教初期的阵痛，从2018年10月
战平乌克兰开始，到本届欧锦赛打响前，
曼奇尼麾下的这支意大利已经连续 27场
不败，欧锦赛预选赛十战全胜，其中不乏
多场大比分胜利。即便如此，依然有保留
意见者认为，这波纪录含金量不高，毕竟
交手队伍中除了荷兰、葡萄牙，并没有太
多强队。但需要点出的是，无论是国家队
还是俱乐部层面，近30场比赛保持不败金
身，这都是一个罕见的高度。

欧锦赛正式打响后，在大量的聚光灯
下，人们发现这支意大利真的蜕变了。没
有无效的控球磨洋工，全场高位压迫、崇

尚一脚出球、坚持直塞打身后、不再“1∶0
主义”，曼奇尼的球队撕去了保守、慢热的
标签。整届比赛下来，意大利队给记者的
感觉就是一个字——快。比如同土耳其
队的第三粒进球，意大利队在断球后仅用
了三脚简单的传递便撕破对手防线。与
瑞士一战，首开纪录的洛卡特利作为进攻
的发起者和终结者，跑了大半场仅仅用了
十秒。战西班牙，从门将多纳鲁马手抛球
发动进攻，到最后小基耶萨完成破门，这
一过程也耗时不到15秒。

在进攻端犀利的同时，意大利队看家
的防守能力也没有缺位，淘汰赛与奥地利
一战，球队创造了 1168 分钟不丢球的纪
录，之后不管是对阵比利时对方最后十多
分钟的孤注一掷，还是面对西班牙将近七
成的控球率，这条以博努奇和基耶利尼为
核心的后防线都经受住了考验。毫不夸
张地说，意大利队就是整个欧锦赛表现最
好的球队，欧洲之王，实至名归。

“上我有什么用？我们需要进球，而
不是平局！”还是那场与瑞典的附加赛，摄
像机捕捉到了这样一个镜头。暴怒的德
罗西用抗命的方式起初拒绝了教练组的
热身安排，随后他指了指身边的因西涅，

“应该上他！”
作为意大利近年来涌现的技术最好

的球员，因西涅在文图拉时期并没有得到
充分信任。相反，曼奇尼到来之后，身披

10号球衣的因西涅被确立为锋线核心，而
这也是曼奇尼接手三年来的一个缩影。
在球队主打的 433体系中，三名主力中场
维拉蒂、若日尼奥和巴雷拉皆是清一色的
技术流，加图索、帕罗洛这样的纯工兵型
球员不再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是维系意大
利传控打法的根本。

诚然，这支球队缺少托蒂那样实力和
人气兼备的超级明星，但好在主力与替补
之间并非泾渭分明。除了第三门将梅雷
特，其余25人全部登场。无论是绝对主力
因西涅，还是常规轮换球员洛卡特利，抑
或最后时刻替换有伤在身的森西搭上末
班车的佩西纳，都在球队捧杯的道路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

“意大利很弱”这句玩笑话在赛前被热
炒，但熟悉意大利足球的人都明白，这支意
大利真的不弱。或许受限于意甲联赛整体
曝光度的影响，意大利球员并未得到广泛
认可，但足球是踢出来的，岂是一张简单的
身价表或者所谓的流量能体现？

这支球队的上限有多高？除了年龄
渐长的基耶利尼，球队的主要框架将在明
年的世界杯中得以保留，这也大概率意味
着球队的下限不会低。

把世界杯留给明天再考虑吧！意大
利队，请尽情狂欢，就像开幕式波切利引
吭高歌的那样——今夜，无人入睡。

（新华社香港7月12日电）

▲7月11日，意大利队在颁奖仪式上捧杯
庆祝。

当日，在英国伦敦进行的欧洲足球锦标
赛决赛中，意大利队与英格兰队在120分钟内
战成1∶1平。最终在点球大战中，意大利队以
3∶2战胜英格兰队，夺得冠军。 新华社/路透

▶7月11日，意大利队球员博努奇（左一）
在比赛中庆祝进球。 新华社记者 韩 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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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博努奇跳上广告牌挥动双拳为
扳平一球庆祝时，当基耶利尼双手高
举奖杯跳着呐喊时，这对搭档后卫线
已超10年、年龄加起来正好70岁的

“黄金组合”，让意大利球迷仿佛看到
了那一代代传承着防守基因和坚韧队
魂的蓝衣“铁卫”的身影……这是意大
利足球从未丢失的特质，再加上历时3
年攻势足球理念的改造，曼奇尼的球
队登上欧洲之巅，赢得实至名归。

“这代表着历史，还有梦想成
真……卡纳瓦罗捧起世界杯奖杯
的画面一直在我们的脑海里。”队长
基耶利尼赛后谈到冠军意义时这样
说。对一位 36岁的老将而言，一条
经历了挫折和坚守的圆梦之路并不
容易。

还记得 2012年欧锦赛决赛，面
对如日中天的西班牙传控足球，基
耶利尼开场不久便因伤离场，留下
了苦撑防线的博努奇和巴尔扎利，
他们最终4球惨败。

但 9年后在国家队生涯可能是
最后一次冲击大赛冠军时，这对老
搭档虽然身体素质已不在巅峰，但
却用经验、默契和将必胜信念传递
给全队的领导力，实现了卡纳瓦罗、
内斯塔、马尔蒂尼、赞布罗塔等一代
代“铁卫”没有实现过的欧洲冠军
梦，弥补了生涯的缺憾。

可以说，这个夏天意大利的夺冠之路，展现了最关键的两
部分“冠军基因”——高效的攻势足球和坚韧的防守体系，这
在与英格兰队的决赛中全部得到体现。

当卢克·肖闪电般梦幻开局后，在温布利球场作为客队的
意大利队不得不全部压上。他们虽面临被打反击、再一击就
要致命的风险，但却毫不慌乱，踢出了集体参与、大开大合、配
合流畅的攻势足球，不断重复着进攻、被断球、反抢、继续进
攻，一度将英格兰队牢牢压制在半场，其传球的耐心、速率变
化和成功率，一段时间并不比善于传控的西班牙队逊色。

英格兰基于三中卫体系的3421阵型，虽在失球时立即切
换为541防守体系，能够在禁区前摆起有纵深、有宽度且决赛
前仅丢 1球的严密防线，但意大利全场踢得从容镇定。传球
精准的维拉蒂成为 433体系的指挥官，“意甲攻击线”的因西
涅与因莫比莱不断穿插跑动，一对一能力出色的基耶萨通过
高速突破试图打破局部平衡，这使得控球率呈压倒性优势的
意大利，在射门数和传球数几乎都是英格兰的两倍，且传球准
确率达到惊人的91%，完全是一支进攻型球队的技战术表现。

这是“蓝衣军团”小组赛阶段轰进7球背后进攻组织能力
的体现，也是曼奇尼对传统意义“防守型意大利”的改造，最为
成功的一方面。

反观英格兰队，在主场数万名球迷呐喊声中，在取得完美
开局后，失利的原因拿队长凯恩赛后的话说，“也许我们回撤
太深了”。这使得意大利队越踢越有信心，一点点将比赛主动
权夺回。而更多精力放在防守端的英格兰队却被磨掉了此前
展现出的冲击力和充沛体能，最终饮恨点球大战。

当巴乔世界杯决赛罚丢点球、特雷泽盖欧锦赛“金球绝
杀”的一幕幕，成为昔日“悲情意大利”的写照，那么温布利之
夜的英格兰，正因为他们同样距离冠军如此接近的惋惜，才会
有了英雄般悲情的色彩。这是绿茵场上那残缺之美的魅力所
在，也是英格兰队强大的体现。

2018打进世界杯四强，2021打进欧锦赛决赛，已是英格
兰队史的一个辉煌时代。2022年世界杯，一批“00后”新星的
成长，在经过罚丢点球的磨砺后，将带给英格兰继续追梦的资
本。 （新华社堪培拉7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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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天津队组合门泓秀/吴凡贝（左）在比赛中。
当日，在陕西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举行的第十四届

全运会跳水青年组女子双人跳台决赛中，天津队组合门泓秀/
吴凡贝以总分291.48分获得铜牌。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

本 报 讯 （李征）奔 跑
吧·赣鄱少年“中国体育彩
票”杯 2021 年省青少年赛
艇锦标赛 7 月 11 日在宜春
市 水 上 运 动 基 地 落 下 帷
幕，获得团体总分前六名
的 分 别 为 宜 春 、南 昌 、赣
州、景德镇、新余、上饶代
表队，其中宜春市和景德
镇市代表队还获得体育道
德风尚奖。

本次赛事由省体育局、
省教育厅主办，省水上运动
管理中心、宜春市教育体育
局承办，省水上运动协会、
宜春市少年体校、宜春市舟
艇协会协办。

据了解，来自全省 8 支
代表队共 390人参加了本次
比赛，规程设置为甲乙组男
子、女子单人双桨、双人单
桨、双人双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