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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9日讯 （记者王
黎刚）2017年中超俱乐部精英梯队
联赛（简称“精英梯队联赛”）11日将
在海口观澜湖球场开踢，这是我省今
年举办的第一项全国性足球大赛。

本年度的精英梯队联赛共5个
阶段，每阶段分为4赛区，每赛区4
队，进行双循环比赛，全年共240场

比赛。参加海南赛区的4支球队是
上海申花队、重庆队、天津队和河北
华夏队。

中国足协在2014年正式启动中
超俱乐部精英梯队联赛。所有中超
俱乐部必须派出17岁至19岁年龄
段的梯队球员参加中超精英梯队联
赛，今年的参赛球员年龄范围是

1998年 1月1日后至2000年 12月
31日以前出生的球员，这也是目前
这个年龄组球员的最高水平比赛。

精英梯队联赛的推出受到了中
超各俱乐部的一致好评，可以让各俱
乐部的梯队球员得到非常好的锻炼
机会、增加实战经验。

2017 年精英梯队联赛第一阶

段比赛时间为 5 月 9 日至 19 日，
将在广州、潍坊、海南、武汉 4 个
赛区进行。

今年16家俱乐部参加精英梯队
联赛的球员中，山东鲁能队的平均年
龄最小，他们2000年出生的球员最
多，达到了23人。其次为广州恒大，
他们2000年出生的小将为20人，河

北华夏队和上海申花队分别有19名
2000年出生的小球员。大部分俱乐
部的精英梯队球员都是1999年至
2000年出生。

本次比赛由中国足协主办，中超
联赛有限责任公司、海南省足协承
办，海南硕克足球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协办。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第十三届
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笼式足球预赛
（南区）5月26日在南宁举行，海南男
女笼式足球队力争进入本赛区前两
名，获得总决赛入场券。

国内笼式足球赛共设4个赛区、7
个组，广东队、福建队、广西队和海南
队4支球队参加南区的比赛，比赛采
用单循环赛制，7个小组的前两名共
14支球队获得附加赛资格。

海南男队一共14名球员，以海口
红色战车为班底组建，此外还吸收了
三亚的业余高手入队。海口红色战车
队是海南足坛的一支劲旅，该队夺得
了2016年“我爱足球”中国足球民间
争霸战总决赛5人制社会组冠军。这
是海南建省后夺得的第一个全国业余
比赛的冠军。海南队教练胡仁兴说，
由于队员都在参加省青少年足球锦标
赛，球队目前还没有进行合练。从下
周开始，球队将进行集中训练，演练技
战术。同组的广东队实力较强，他们
从2009年开始组织珠三角五人足球

超级联赛，次年又举办粤超联赛。对
于如何能踢好五人制足球，广东队得
心应手。福建队的实力也不弱，该省
前不久专门举办了一次选拔赛。厦门
联创世纪队以全胜的战绩夺冠，并代
表福建参加比赛，该队实力不容小觑。

海南女子笼式足球队以琼中女足
队为班底组建。海南女队的备战开始
得较早，不过效果不显著。主要原因
是场地限制了球队的训练，海南女队
一直在琼中训练，琼中的人工草皮太
硬，球员们在这样的场地训练了一段
时间后，膝关节和踝关节感到酸痛。
这两天，海南女队将移师海口训练。

海南女队主教练肖山表示，球
队的目标就是小组出线，力争全运
会入场券。在 3个对手中，广东队
的实力较强。海南队和福建队、广
西队有一拼。

本次比赛用球为五人制专用的低
弹足球，海南的两支笼式足球队此前没
有踢过低弹球，他们要在仅剩的两周时
间内适应踢低弹足球，这并不轻松。

抓紧备战全运会南区预赛

海南笼式足球队力争入场券

中超精英梯队联赛明天开踢
4队在海口观澜湖球场进行双循环赛

关注海南足球赛事

上赛季中超联赛，一度有5位韩
国籍主教练同时在执教。不过进入
本赛季后，4位韩国籍主帅的日子一
直不好过，“铁帅”李章洙已离任，其
他三人的帅位也并不都那么牢靠。
纪律严明、作风硬朗的韩国教练在中
超为何风光不再？

“纠结”的韩国教练

韩国主教练执教的球队基本都
属于中小俱乐部，阵容厚度十分有
限。因此当今年中超外援政策调整
后，韩国主帅大多在排兵布阵方面遇
到了棘手问题。外援基本都是在新
政出台前确定的，且引进外援的位
置，本土球员的实力都明显偏弱。无
论是排兵布阵还是临场变阵，韩国主
帅都“纠结”不堪。

比如今年中超第五轮延边富德
主场迎战河北华夏幸福队的比赛，因
为先失一球，主队才将五后卫阵型变
为4－2－3－1阵型。这一变阵虽然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延边主帅朴泰
夏赛后说，他变阵是冒了很大风险
的。接下来两场比赛，朴泰夏依然没
有坚持使用这一球队去年用得较多
的阵型，这说明朴泰夏在新外援政策

和U23球员使用政策下，仍在探索相
对稳定的人员配置和战术打法。

“韩流”高潮已谢幕

中超联赛曾在2011赛季一度拥
有李章洙、张外龙、朴成华、金鹤范4
位韩国名帅，不过朴、金二人都在
2011年“下课”，执教广州恒大队的
李章洙于2012年夏天被“银狐”里皮
取代，张外龙也在2013年被青岛中
能队解雇。到2013年，上一波韩国
教练的执教热潮告一段落。

2015年，朴泰夏带领延边队勇
夺中甲冠军，并在2016赛季的中超
赛场上继续踢出打法凶猛、配合流
畅、体能充沛的整体足球。这让更多
韩国教练重新“跃入”中超俱乐部的
选帅范围，掀起了韩国教练来中国

“淘金”的又一个高潮。不过随着李
章洙本月4日被正式宣布“下课”，长
春亚泰、延边富德和江苏苏宁队陷入
保级征程，韩国教练在中国的执教前
景不被大多数球迷所看好。

虽然中国与韩国相比在足球理念
和整体实力上还存在较大差距，但可
以肯定的是，韩国教练在中超赛场上
竞争的压力和焦虑增加了。有长期跟

踪韩国教练的资深媒体人坦言，2015
赛季的延边队只学到韩国足球的一点
皮毛，三招两式足以威震中甲赛场，但
现在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倒春韩”会结束吗？

虽然中超韩帅遭遇严峻考验，但
这不代表他们会一蹶不振。从实际
情况来看，目前由韩国教练带领的3
支球队都有希望及时扭转战局。尤
其是江苏苏宁队，虽然他们双线作
战，但亚冠已提前出线，人员储备充
足的他们目前来看最有希望快速重
现上赛季的高光表现。

重庆当代力帆主教练张外龙目
前处境并不乐观：手里好牌不多，队
内缺乏组织核心，且新赛季没有高水
平的内外援加盟，等到联赛中后期，
球队的阵容厚度要经历不小考验。
张外龙去年曾表示，力帆队要在
2018赛季冲击亚冠资格，当前背景
下，张外龙也许能撑到本赛季结束，
不过如果2018赛季球队和自己的规
划有所冲突，那么他也可能不会继续
留任。

新华社记者 姚友明
（据新华社长春5月9日电）

韩国主帅在中超为何优势不再？
9 日 ，经

过 8 小时 30
分至 10 小时
的连续拼搏，
6 名 来 自 海
南、广东的皮
划艇爱好者划
皮划艇成功往
返琼州海峡。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6人划皮划艇成功往返琼州海峡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省高尔夫
球协会近日对2016年服务群众休闲
健身、积极引进举办赛事和开拓高尔
夫旅游市场做出贡献的省内8家球会
和12家球会（练习场）予以表彰。

这8家球会分别是海口观澜湖球
会、三亚鹿回头球会、万宁神州半岛
球会、海口美视五月花球会、三亚亚
龙湾球会、陵水鉴湖·蓝湾球会、博鳌
亚洲论坛会议中心球会、洋浦古盐田
球会。

万宁神州半岛球会、中信台达球

会、美浪湾球会、文昌球会和海口新外
滩、海口白沙门练习场等12家球会
（练习场）在青少年高尔夫人才培养方
面做出贡献，也受到了省高协的表彰。

据悉，这些球场去年共引进主
办、承办国际和全国性高端赛事58项
次。有12家球场（练习场）申报获准
为国家和全省青少年高尔夫训练基
地，承办12站青少年高尔夫比赛，参
赛人数达1422人次，其中省外和国外
192人次。同时，他们承办、自办省内
各项业余赛49项次。

省高协表彰20家球会

女排世俱杯朱婷得14分
瓦基弗银行队首战获胜

据新华社东京5月9日电 2017年女排世俱
杯9日在日本神户拉开战幕。首日比赛中，中国
球员朱婷效力的土耳其瓦基弗银行队以3：0轻取
莫斯科迪纳摩。

本场比赛也是本年度世俱杯的揭幕战，面对
俄罗斯超级联赛冠军莫斯科迪纳摩队，刚刚获得
欧冠冠军的瓦基弗银行队全面压制对手，以25：
22、25：19和25：18轻松获胜。

三局比赛朱婷全部首发出战，她扣球得到12
分，拦网得到2分，总得分14分位列球队第二，队
友斯洛特耶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16分。迪纳摩
队名将冈察洛娃得到全场最高的19分。

2017年女排世俱杯于9日至14日在日本神
户举行。朱婷在2013年和2016年分别随恒大和
瓦基弗银行队获得过两次世俱杯季军。

世界围棋公开赛半决赛

柯洁先拔头筹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中国围棋协会消息，

首届新奥杯世界围棋公开赛三番棋半决赛9日在
河北廊坊进行。不久之后要参加“人机大战”的柯
洁九段执黑177手中盘战胜李喆六段，以1：0领
先。

执黑的柯洁以错小目开局，李喆应以二连
星。布局阶段，形成黑棋捞取实地、白棋经营外势
的局面。不久之后，柯洁下出黑39的好手，先手
将白棋分断，明显便宜。随后黑45的点角也让白
棋很难受。进行至黑55，黑棋的形势非常主动。

中盘阶段，白棋开始对上边黑棋展开攻击，白
60靠压是很有想象力的一手。不过，白棋的后续
进攻手段乏力，没能取得预想的收获。柯洁稳扎
稳打，将优势转化成了胜势。

在当天的另一场比赛中，周睿羊执黑283手
中盘战胜彭立尧，也以1：0领先。

切尔西距英超冠军
只差一场胜利

据新华社伦敦5月8日电 切尔西8日以3：0
轻取米德尔斯堡队，再胜一场就可以锁定本赛季
的英超冠军。

切尔西将在4天后客场与西布罗姆维奇队交
锋，如果获胜将可以继2014－2015赛季后再次
问鼎英超。

这场失败也使米德尔斯堡队保级只存在理
论上的可能，他们现在位居倒数第二，落后倒数
第三名赫尔城队 6 分，净胜球还比对手少 10
个。即使最后两场比赛中他们全部获胜，而同
时赫尔城全部失败，他们也几乎无法弥补净胜
球上的差距。

中超三雄
亚冠全部出线

据新华社南京 5月 9日电 （记者王恒志）
2017赛季亚冠联赛小组赛最后一轮9日打响，主
场作战的广州恒大队以2：2战平韩国水原三星
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获得出线权，这样加上提前
出线的江苏苏宁队和上海上港队，本赛季出战亚
冠正赛的三支中超球队全部小组出线。

这个组另一场比赛日本的川崎前锋队以4：0
大胜香港东方队，川崎和恒大同积10分，川崎前
锋凭借两队交锋客场进球多的优势，以小组头名
出线，恒大获得小组第二。恒大出线也意味着本
赛季三支参加亚冠小组赛的中超球队全部出线，
此前江苏苏宁队和上海上港队已经提前获得出线
资格。

当日另一个惊喜来自苏宁，已经确保出线的
他们只派出替补为主的全华班阵容远征澳大利
亚，结果吉翔禁区外的一脚远射为球队建功，苏宁
以1：0客场获胜，小组赛5胜1负积15分小组头
名出线。

近日，海南举行了全运会笼式足球队选拔赛。
上图为男子组比赛，左图为女子组比赛。

小艾 摄

专题 主编：林容宇 美编：陈海冰

深入一线抓落实

今年1月至4月，高新区无生产安全
死亡事故。与去年同期相比，死亡人数
指标下降、受伤人数指标基本持平，直接
经济损失、事故起数两项指标有所下降。

一直以来，高新区都把安全生产和
“双创”工作作为两项重要任务常抓不
懈，主要领导践行“一线工作法”，每周带
队深入一线检查企业和在建项目安全生
产及“双创”工作落实情况。

为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高新区党
工委、管委会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建
立健全组织领导机构，明确职责分工，定
期召开安全工作会议，严格落实“一把
手”责任制、“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安
全生产责任体系。同时，多次召开全区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对今年安全生产重

点工作进行部署；利用微信公众号、悬挂
宣传横幅等多种方式传达安全生产会
议、文件精神。

此外，高新区认真做好节假日及重
点时段安全生产工作、重点行业（领域）
安全生产暗查抽查工作、建筑施工地安
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安全生产标准化
建设工作、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申报督
促工作等。截至目前，规上企业45家
（其中二家未生产），有41家已完成了三

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工作，另外2家
与第三方服务公司对接，已完成申报任
务。规下工贸型企业48家，有20家完
成了小微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达标
工作。

“双创”工作落实方面，高新区对全
区“双创”领导小组成员、各部门的工作
职责、包点街道驻点人员进行重新调整
和安排，共拟定了有关“双创”工作方案
47项，投入“双创”经费2531万元，确保

各园区及包点街道“双创”工作落到实
处；发动干部职工、志愿者等1.9万多人
次对园区和包点街道进行巡查。

加强管理补短板

虽然高新区企业安全生产和“双创”
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经认真分析
和梳理《全面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的内容
和评价标准后，发现仍有短板与不足：如

部分企业和包点街道商铺垃圾未及时清
理、门前三包落实不到位，包点街道个别
居民“双创”意识淡薄，烟头等垃圾随处
丢弃；个别企业内部“创文”氛围不够浓
厚，员工参与率、知晓率仍需提高等。

为了贯彻落实好省委省政府关于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做好安
全生产工作”指示精神，海口安全生产工
作会议、海口决战决胜“双创”工作动员
会上的讲话精神，海口高新区将狠抓园

区建设、安全生产和治理。
高新区管委会负责人表示，全区各

单位企业要坚持“标准不变，力度不减”
奋战100天，守住生态底线，维护生态财
富，携手企业营造更加安全、更加美丽、
更加美好的园区。

下一步，高新区将继续做好全园区
和包点街道的“双创”巩固提升工作，集
中精力从加强领导、加强巡查、强化宣
传、动员组织、政企联动等五个方面巩固
提升，提升园区企业和建筑工地规范管
理，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规范园
区人文软环境和园区硬环境建设，瞄准
重点区域严管重罚，列出问题清单狠抓
整改，确保见成效，以一秒也不耽误的精
神，全力做好高新区安全生产，助力海口

“双创”。
（本版策划/王文壮 撰文/小果 王

媛 夏敬）

海口国家高新区下大力气做好安全生产和“双创”工作

紧绷安全生产弦 列出问题促整改
“经过这次整改，我们深刻认识到海口国家高新区对企业安全生产和‘双创’工作的严管重罚是对我们生产运营的保

障，我们将充分落实高新区再动员再部署的指示精神，严格按照要求，不断完善整改，全力以赴确保项目按期投产。”5月9
日上午，园区企业威特电气总工程师洪岗在大会上作安全生产暨“双创”整改表态发言。

威特电气在今年3月底高新区联合检查中被指出存在安全生产隐患及“双创”工作落实不力等情况，并被顶格处罚，经
过一个月的彻底整改，效果显著，5月9日，威特电气这名“后进生”走上领奖台，成为高新区通报表彰的十家企业之一。

企业的转变不仅让企业自身倍受鼓舞，让园区其他企业增加了信心，也为高新区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带领园区企业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注入了强大的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