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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大连7月19日电（记者
公兵 蔡拥军 张逸飞）19日下午，广
州富力队抵达2020中国平安中超联
赛大连赛区，成为该赛区首支抵达的
球队。富力球员接受采访时纷纷表
示：中超终于要开赛了！

2019赛季中超最佳射手扎哈维
对新赛季的期待是：“这个赛季甚至
这一年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整个世界而
言都是非常特别的一年。从我们下飞
机，到来到酒店，一路的安排，我们都感
觉很特别。中超终于要开打了，希望
我们这个赛季能打出一个好成绩。”

出于防疫考虑，今年的中超联赛
改为赛会制，扎哈维对此不以为意，

“其实没有太大区别，我的本职工作

就是帮助球队取得进球，在进攻上付
出我的努力，打出我的实力，通过和
队友的配合打出好成绩”。

扎哈维对赛区的防疫努力深有感
触：“我相信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做出很
多努力，做出这么严谨、这么好的安
排，以保障所有运动员、球队工作人员
的身体健康。我很感激他们的努力。”

门将程月磊在谈及球队状态时
说：“这半年在新教练（范布隆克霍斯
特）的带领下（我们）已经表现得非常
好了，理解了新教练的一些战术打法，
现在就需要比赛来检验训练成果。”

2020赛季中超第一阶段7月25
日开始，9月28日结束，为赛会制闭
门比赛，加上提前抵达的时间，所有

球员将面临七十多天的封闭时间。
“这次确实比较困难，但这样的

问题不仅我们有，所有队伍都有，就
看大家谁能更好地调节。”程月磊说。

陈志钊用“煎熬”来形容等待联
赛的心情，“几个月的时间很煎熬，今
年的准备期这么漫长，只能进行训练
没有比赛，所以大家都要尽力调整自
己的心态”。他认为，赛会制可能会
出现的主要是心理问题，毕竟这一赛
制此前从未有过，大家需要提前做好
准备，减少心理问题的发生。

面对如此长的封闭期，陈志钊
倒没带什么特殊的物品，只是“带了
一些茶叶，还有一些书，大概带了四五
本书”。

中超终于要开赛了！
第一阶段7月25日开始，9月28日结束

据新华社大连 7月 19日电 19
日，山东鲁能泰山队抵达2020中国
平安中超联赛大连赛区，球队主教
练李霄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力争
本赛季中超成绩超过 2018 赛季的
第三名。

对于期待已久的比赛即将开
始，李霄鹏说：“确实憋坏了，队员和
教练们没有比赛光训练，确实是一
个非常难受的事。提供更好更有质
量的比赛内容，是我们这次来的一
个重要目标。”

鲁能主帅李霄鹏：

2020赛季冲击前两名

7月17日，天津泰达足
球俱乐部宣布，35岁的国
脚前锋肖智和前天海小将
钱宇淼加盟球队。

图为 2019 年 7 月 5
日，在2019赛季中超联赛
第16轮比赛中，天津天海
队球员钱宇淼（上）与广州
恒大队球员韦世豪在比赛
中拼抢。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 摄

肖智、钱宇淼
加盟天津泰达

高拉特等5名球员
加盟河北华夏幸福

据新华社石家庄7月19日电 2020中超联赛
开幕在即，19日河北华夏幸福官方宣布，高拉特、
图雷、丁海峰、池文一、陈晓5名球员加盟。

高拉特出生于1991年6月5日，国籍中国。
2015赛季，高拉特从巴甲克鲁塞罗转会至恒大，
帮助恒大取得多项赛事冠军。2019赛季，高拉特
曾短暂租借至巴甲帕尔梅拉斯，并于同年5月结
束租借返回广州恒大淘宝。

华夏方面认为，作为锋线球员，高拉特技术全
面，射术精湛，具有极强的终结能力。高拉特的加
盟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他将在很大程度上使河
北华夏幸福的技战术得到丰富，期待高拉特能在
华夏幸福续写辉煌。

来自比利时甲级联赛圣图尔登足球俱乐部的
前锋布亚·图雷转会加盟华夏。图雷脚下技术娴
熟，速度快、突破能力出色、终结能力强，华夏希望
图雷在进攻端形成补充，为球队带来更强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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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最好的继承，进步是最好的
纪念。

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投身市场经济发
展大潮中。如何更好地服务企业发展？
如何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这是海南
企联需要时时思考的问题。

2019年，《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
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

企业家作用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以省委、省政府两办名义正式印
发，让省内不少企业感到颇为振奋。

《意见》从营造适应海南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的市场环境、营造依法保护企
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营造高效廉
洁的政务服务环境、营造尊重宽容企业
家的成长环境、加强优秀企业家培育、

倡导和培育企业家精神、加强对企业家
队伍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等7大方面提
出数项具体措施，旨在推动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日积跬步，以至千里。去年，海南
企联参加政府与大中型企业负责人对
话的“政企恳谈会”，了解并探讨解决

企业发展问题；今年年初，受新冠肺炎
疫情等因素影响，海南部分农产品出
现滞销，海南企联及时与省外媒体联
手推介，为农产品打开销路助力；近
期，海南企联多次召开专家顾问座谈
会，研究企业复工复产问题……海南
企联孜孜不倦，一如既往地扎实做好
力所能及之事，积极发挥经济社团组

织的作用，成为与海南企业共同成长
道路上的“同行者”。

如今海南站在新历史起点上，迎来
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新机遇。

“建设海南自贸港，为海南发展插
上了腾飞的翅膀。海南企联要高站位、
高格局、高姿态、高赋能，以昂扬的斗
志、扎实的工作，为推动海南自贸港建

设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海南企联代
会长、海南现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邢诒川如是表示。

服务企业三十载，“而立之年”再扬帆！
“今后，为适应海南自贸港发展的

新形势，我们要进一步拓宽服务领域，
提升服务质量，发挥平台作用，为企业
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冷明权说。

孜孜不倦 当企业“同行者”

海南省企业联合会、海南省企业家协会成立30周年回顾与展望

服务企业三十载“而立之年”再扬帆

30年来，海南省企业联合会、海南
省企业家协会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而
不断发展壮大，会员单位从最初的30多
家发展到现在的5000多家，走过一段
不平凡的历程。

1990年，海南省企业联合会、海南
省企业家协会（以下简称“海南企联”）
的前身——海南省经理（厂长）协会正
式成立，为海南企业倾力服务，共促经

济社会发展。
30 年间，作为企业与政府之间

沟通的桥梁与纽带，海南企联积极
发挥平台作用，在推动我省建设企
业家队伍、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
权益、反映企业呼声、加强信用建设
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与海南企业共同走过值得铭记
的发展历程。

1988年，在海南建省之初，十万人
才过海峡，各类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企业家们如同一盘散沙难汇聚。
恰在彼时，现任海南企联常务会长兼秘
书长冷明权和伙伴在有关政府部门指
导下，于1990年4月28日正式成立海
南省经理（厂长）协会。

这一协会是海南企联的前身，也是
海南最早的全省性综合性经济社团组

织。在海南的企业家们有了自己的“娘
家”，企业与政府之间多了沟通的桥梁
与纽带。

成立后，海南企联做的第一件大
事，是提出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建议——向政府部门提交《关于解决
海南省劳务输出和对外工程承包问题
的报告》《关于开拓海南国际工程承包
市场的建议》，官方机构“海南省国际

经济技术合作公司”随后应运而生，为
打开对外国际工程承包市场提供助
益。这家成立于1991年的国有企业，
当时在促进我省内外贸易方面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

多年来，省委、省政府十分关心海
南企联运作，关怀企业家健康成长。

1992 年，“海南省经理（厂长）协
会”更名为“海南省企业家协会”。

2009年，海南省企业联合会挂牌成立，
与海南省企业家协会实行“两个名称，
一个章程，一个理事会，一套办事机
构”运作。

党和政府的关怀，推动了海南企联
成长壮大。目前，海南企联已发展优质
会员5000多家，发展成为我省成立最
早、规模最大、档次最高、最具影响力的
5A级社团组织之一。

聚合力量 成企业“娘家人”

“为企业服务，就是为海南的经济
建设服务；做企业的‘代言人’，就是做
企业发展的‘铺路人’。”冷明权表示，为
全省经济建设服务、为企业服务，这既
是海南企联的工作方向，也是海南企联
的一贯追求。

1990年，海南企联在成立初期，即
帮助南宝电子公司妥善解决产品积压
问题，《中国电子报》当时头版头条对此
做了报道。长期以来，海南企联把为企
业维权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2001年
10月，海南企联被确定为海南省维护企
业和企业家（雇主）合法权益的唯一代

表，依法参加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海南省总工会组成的海南省协
调劳动关系三方联席会议，为维护企业
及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做了大量实质性
的工作。30年来，海南企联共为企业开
展重大维权150多起。

2003年1月14日，由政府批准，海
南企联牵头成立海南省企业信用评价
中心，它的成立对企业信用建设及海南
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作出了贡献。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为
帮助众多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中小型企
业走出困境，海南企联组建了海南首个

中小企业帮扶受理中心和中小企业信
用服务平台，积极开展沟通政企、银企、
联合金融机构和担保公司融资放贷、企
业权益维护、法律咨询援助、市场开发
拓展、协助申请政府救助等服务工作，
利用各项政府扶持政策，及时帮助我省
中小企业“过冬防寒”。

同时，海南企联推动“两大品牌活
动助推企业成长”活动也获得肯定。

自成立以来，海南企联还积极总结
归纳海南企业发展的经验，连续15年编
纂《海南省企业发展报告》，出版国内第
一部研究企业家队伍的专著《特区企业

家队伍建设》，编辑出版《中国企业家三
字经》等，其中《经济社团的理论与案
例》被清华大学列入参考教材，《年薪制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课题》等
研究报告在国内重要刊物《国情与国
力》上发表时受到多方关注。

并且，海南企联连续多年开展海南
企业百强排序；组织数届海南省优秀
企业和功勋、优秀企业家评选表彰活
动；坚持举办重大节日庆典联谊活动，
增进企业间、企业与社会各界的沟通
联系；定期举办各类培训班和专家报
告会，提高企业家素质，有效地激励我

省企业家队伍的成长，赢得广大企业、
企业家的充分信赖。此外，为更好地
服务企业，海南企联曾牵头召开“内
联企业座谈会”。

海南企联始终牢记为全省经济建
设服务、为企业服务的宗旨，自成立以
来累计向政府建言献策200多条。今
年海南企联代表广大企业家提出“复工
复产的五条建议”和“改善海南营商环
境的九条建议”，为相关工作提供了十
分有针对性的参考。

“多年来，海南企联为企业健康成
长营造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

好发挥企业家作用做了多方面的工
作，与企业、企业家共同成长。”海南南
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汉惜评
价道。

倾力为企业服务，不仅得到广大企
业家的认可，也让海南企联不断成长
为经济社团的“领头羊”。成立以来，
海南企联曾获民政部授予5A级“全国
先进社会组织”“全国先进民间组织”，
省民政厅授予的“海南省先进社会组
织”“海南省先进民间组织”，以及省社
科联授予的“海南省先进学会”等荣誉
称号。

用心服务 做企业“代言人”

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
单位，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
主体。时代愈来愈重视企业发展
和彰显企业家精神，以进一步激
发经济的创新动力和发展活力，
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

自1990年成立以来，海南省
企业联合会、海南省企业家协会
始终秉承“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广
大企业和企业家服务”的宗旨，以
改革的精神找准路径、以开放的
姿态增强动力、以共享的理念凝
聚共识，推动我省企业家队伍发
展壮大，推动企业健康成长，为海
南经济社会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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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泳协会发文
悼念著名教练徐国义

据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中国游泳著名教
练徐国义 19日凌晨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50
岁。中国游泳协会发文表达沉痛哀悼。

中国游泳协会表示，徐国义因病于19日凌晨
4点09分在北京逝世。徐国义原籍浙江宁波，
1994年开始担任游泳教练工作。执教26年来先
后培养出叶诗文、徐嘉余、陈慧佳、李朱濠等众多
游泳名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