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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队选手姜东旭在比赛中投壶中国队选手姜东旭在比赛中投壶。。朱雨玲朱雨玲//陈梦陈梦（（左左））在比赛中在比赛中。。

国际乒联巡回赛总决赛

陈梦/朱雨玲问鼎女双冠军

新华社阿斯塔纳12月17日电 在哈萨克斯坦
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总决
赛17日进入最后一天的比赛，中国选手陈梦/朱
雨玲在女子双打决赛中直落4局击败日本组合早
田希娜/伊藤美诚，成功问鼎冠军。

本次女双决赛是今年11月瑞典公开赛后陈
梦/朱雨玲与早田希娜/伊藤美诚的又一次碰头。
在瑞典公开赛决赛上，朱雨玲/陈梦以1∶3不敌日
本组合，屈居亚军。比赛结束后朱雨玲说，她和
陈梦为这次比赛准备了很长时间。今天的比赛
她们俩发挥正常，但还可以打得更好。对于接下
来单打决赛中与陈梦的“内战”，朱雨玲充满期
待，说希望这是一场精彩纷呈的比赛。

皇马成世俱杯首支卫冕球队

夺赛季第五冠
新华社阿布扎比12月16日电 欧冠冠军皇家

马德里16日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世俱杯决
赛上凭借克·罗纳尔多（C罗）的进球1∶0击败南
美解放者杯冠军格雷米奥，成为世俱杯历史上首
支卫冕球队，同时成就“五冠王”。

这是该队在2017年继西甲、欧冠、欧洲超级
杯、西班牙超级杯冠军之后获得的第五座奖杯。

这个冠军也让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五冠
王”。C罗说：“我们渴望赢得胜利，因为皇马从来没
有在一年内拿过五座奖杯。（夺冠）数字能说明问题，
整支球队的表现是现象级的，我们理应赢得比赛。”

南昌举行乒乓球俱乐部公开赛总决赛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12月16日至17日，

由南昌市体育局主办、南昌市乒乓球协会承办的
2017年南昌市滕王阁系列“恒实杯”乒乓球俱乐
部公开赛总决赛在省奥体中心举行。

据悉，本次比赛共有来自省内及北京、广东、
甘肃、新疆、黑龙江、河南等省市的128支代表队，
教练员和运动员共有600多人，国家级水平运动
员20多人。记者在现场看到，尽管天气寒冷，但
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都非常热情，其中不少场次都
非常精彩，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未来，
南昌市还将继续举办有影响力的乒乓球大赛，为
广大爱好者提供更好的交流和锻炼平台。

2017井冈山红色国际马拉松赛举行
本报井冈山讯 （记者李歆）12月17日，2017

井冈山红色国际马拉松赛在井冈山市市民中心
鸣枪开跑。本届比赛共吸引了来自中国、肯尼
亚、埃塞俄比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5000名马
拉松爱好者参赛。比赛分成国际半程马拉松男
女组，以及独具特色的由全国各地退伍军人、警
察等参与的半程马拉松“井冈山会师”男女组。

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比赛在凛冽的寒风中
圆满落下帷幕。国际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由
埃塞俄比亚选手 Tafere以 1 小时 4 分 45 秒夺得，
中国选手张妮以1小时24分10秒的成绩摘得女
子组桂冠；“井冈山会师”男子组冠军由羊小军获
得，女子组冠军则由敖美玲夺得。

（上接A1版）推进了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中国
中医药产业创新科技城、光电信息产业园、军民科技融
合产业园等十余个产业承载平台项目的建设，让中小微
企业不仅能够“生根发芽”，更能成长为“参天大树”。

出“重拳”唱响营商环境新品牌，为
实体经济保驾护航

“项目进度亮了黄灯，分管领导就必须召开协调
会；亮了红灯，就必须约谈；亮了两次红灯，就上报区
管委会、区工委会研究处理。”在南昌经开区重点项目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手指着墙上悬挂的一张“作战图”
说道。在项目推进中，该区实施亮灯机制，根据项目
进度实行挂图亮灯式作战，着力解决项目“落地难、落
地慢”等问题。

近年来，南昌经开区围绕打造高水平的营商环
境，争创招商引资新优势，不断强化全覆盖、全过程、全
方位的企业服务，推动建立“企业发财、地方发展、百姓
发家”的互利多赢的命运共同体。在“高位推动、分类推
进、专人服务、统筹协调、强化责任”的原则指导下，该区
按照“三个一”（即：每季度集中签约一批项目，每季度集
中开工一批项目，每季度新增一批规模以上企业）的要
求，狠抓项目促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着
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
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该区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围绕
主导产业，深入研究产业优势、完善产业规划、瞄准

“高精尖”项目，实行精准化招商，既要引进带动性强
的龙头企业，又要引进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企业，做
到延链、补链、强链，按照前端研发设计、中端生产制
造、后端市场销售“一条龙”，特别是生产制造环节“上
游、中游、下游”一体化的要求，实现产业集聚、集群、
集约发展。

（上接A1版）分别增长13.9%、14%。全省医药
五强企业中的济民可信、仁和药业、汇仁药业
等3家都已集聚小蓝。

千亿建安产值引爆“中国建筑之乡”。一
直以来，南昌县都是有名的建筑之乡。借助
这一优势，近年来南昌县加大了建筑产业的
发展力度：全省首家千亿建筑科技产业园一
期 44家建筑企业总部已经全部竣工，二期已
入驻企业 23家；全省首个装配式建筑产业基
地已集聚市政远大、朝晖建筑、绿建城投等一
批领军型企业；三级以上建筑企业发展到243
家（其中特级企业5家）。预计今年全年，全县
建安总产值将突破 1000 亿元，“中国建筑之
乡”实至名归。

百万商业体量打造“千亿商贸产业”。南
昌县重点打造了新洪城商圈等九大服务业集
聚区，红星美凯龙家具广场、江西国际汽车广
场等一批商业综合体开张营业，预计今年全
年新增商业面积62万㎡，总量达到160万㎡；
电商交易额突破170亿元，增长70%。向塘物
流基地升格为国家一级铁路物流基地，铁路
口岸一期封关运行，新增开通南昌向塘至深
圳盐田港、宁波北仑港、福建江阴港等3条铁
海联运外贸班列和南昌向塘至越南河内国际
班列，京东物流、平安物流、菜鸟联盟等知名物
流企业扎堆落户，现有标准仓储面积25万㎡，
占南昌市1/2以上。

百家龙头企业引领“农业工型崛起”。在
强力打造四个千亿产业，不断壮大二产、三产
的同时，南昌县高度重视做强一产，推动农业
大县向农业强县转变。制定出台了《现代农业

招商引资管理办法》，总投资37亿元的12个农
业项目今年集中开工。全县土地流转面积达
到36.2万亩，占耕地面积38.6%。市级以上龙
头企业、家庭农场、休闲大户分别发展到121家
（省级38家、国家级4家）、8386家、434户，均居
全省首位。

狠抓“三个关键”
开启产业发展“加速度”

12月 13日，位于小蓝经开区高新技术产
业园（一区）的德瑞光电正在进行紧张的装机
调试。该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半导体激光器
及相关光电设备的高新技术科技公司，预计
将于 2018年投产。投产后，将极大地填补国
内外技术和市场空白。

在南昌县（小蓝经开区），处处都可见到
热闹的项目建设场景。今年以来，南昌县（小
蓝经开区）以招商引资、项目推进、房屋征收
作为抓手，持续为产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
活力。

引进项目投资超800亿元，开辟发展新蓝
海。探索建立招商引资保证金制度，组建9个
专业招商组，按照“每两个月一次”的频率，今
年以来先后举办6场大型招商推介会，共引进
项目97个、总投资835亿元，其中投资10亿元
以上项目 26个、20亿元以上项目 17个、50亿
元以上项目4个，引进项目数量和体量均创历
史新高。

开工投产项目近 70 个，催生发展新动

力。始终扭住项目建设“牛鼻子”，对签约项
目、在建项目实行倒排工期、压茬推进，以“每
季度一次”的频率，先后举行了总投资 550亿
元的 68个产业项目的集中开工投产仪式，形
成了“开工一批、在建一批、投产一批”的滚动
发展态势。

征收房屋面积超160万㎡，拓展发展新空
间。突出攻坚项目、连片推进，从3月底开始启
动了新一轮房屋征收攻坚战，目前已拆除面积
164万㎡，征收总量创历年之最、居南昌市首
位。同时，按照同地段商品房标准，已建成安置
房13911套、189万㎡，体量稳居南昌市第一。

做好“四则运算”
打好优化环境“组合拳”

位于小蓝经开区银湖二路的江西阿南食
品有限公司新厂房占地80亩，一期投产后，年
产能已达6000吨，是过去老厂房的3倍，二期
完工后，年产能将达14000吨。“我们之所以在
南昌扩大规模，一是看准了卤制品的行业前
景，二是看中了这里的投资环境。”江西阿南食
品有限公司厂长唐建说，“新厂房施工时，县区
有关领导经常到我们这里来，来了就解决问
题。可以说，他们为我们扫清了一切障碍。”

看好这里投资环境的，并非阿南食品一
家。近年来，南昌县（小蓝经开区）做好“加、
减、乘、除”四则运算，着力打造亲商、富商、安
商的发展环境，赢得了投资者的一致点赞。

服务企业做“加法”。探索成立“澄湖e线”

经济服务中心，搭建点对点联系、网络微信、
经济110服务、专场活动、企业特派员等“五大
平台”，推动 350 余名县区干部结对帮扶 578
家企业，共收集问题384个、办结345个，问题
解决、解释率达94%。

降低成本做“减法”。深入推进“降成本、
优环境”专项行动，用足用好省“80 条”和市

“120条”优惠政策举措，预计今年全年将为企
业减税降负 20亿元。特别是先后设立 1.3亿
元增信保证金、5000万元还贷周转金、1亿元
上市扶持资金，以及科技银行、蓝银保、财园
信贷通等投融资平台，有效破解了企业融资
难问题。

创新创业做“乘法”。以科技创新、精英
创业为目标定位，启动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园、
创新创业孵化加速器等平台建设，小蓝创新
创业基地被团中央授予“中国青年创业社区
（南昌站)”，中科院纳米所南昌研究院挂牌“国
家双创示范基地”；拥有院士工作站5家（新增
1 家）、正在申报 2 家；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47
家，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居全省前两位。

一枚印章做“除法”。在全省率先试点开
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成立全省首个
行政审批局，将 27枚印章“归一”、278项审批

“集结”、55名人员“整编”，实现“一个机构管
审批、一枚印章发证照、一个大厅办成事”，平
均办理时限压缩 30%以上，真正让企业和群
众“少跑腿、好办事、不添堵”。

今日的南昌县（小蓝经开区），以更加务
实的举措、更加高效的效率，县、区一体，挺起
了县域经济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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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中国体坛之变

有人上榜 有人落选

““

评价明星
标准变了

时近年底，又到了各种年度评

奖密集揭晓的时候，体育界也不例

外。前不久，中国体育价值榜系列

榜单——第四期中国运动员传播

影响力榜发布。在前 10 名人选

中，有三个现象引人关注。首当其

冲的就是柯洁高居第二，一位来自

围棋项目的年轻棋手居然能有如

此高的排名，这在近年中国竞技体

育范围内类似评选中从未出现

过。其次是张继科，仅从运动成绩

来看，过去一年张继科缺少成绩的

光环，可这不耽误他仍能高居第三

位。第三个现象就是中国竞技体

育半边天的女运动员们，在前 10

名中仅占3席。三个现象折射出的

是，竞技体育成绩已不再是当今中

国体坛吸睛的第一元素，仅靠运动

成绩已很难成为体育明星了！””

竞技成绩仍是保障

当然，竞技体育终究还是要以成绩说话
的。部分在国内颇具影响力、也颇受人喜爱的
项目，在这次评选中不仅未能进入前 10，甚至
排名相对靠后，就与成绩不佳有关。比如羽毛
球，排名最高的林丹仅名列第 13，作为羽毛球
项目绝对的明星，林丹在2017年并没有过硬的
成绩，这也是整个中国羽毛球2017年总体表现
的一个缩影。而在国际上职业化程度非常高，
如今在国内拥有 9站WTA和 4站ATP，已形成

“中国赛季”的网球项目，排名最高的选手张帅
名列第49位，也与运动成绩一般有关。

但成绩同样出色的情况下，决定影响力大
小的就是谁更有话题了。孙杨在中国体育价值
榜四期榜单上全部名列第一，很好地说明了这
个问题。他在今年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上夺得
了 200米自由泳和 400米自由泳金牌，其中 200
米项目是首次在世锦赛上夺金，这让他将 200
米到1500米的世锦赛和奥运会金牌全部拿满，
本身这既是成绩，同时也是话题。此外，他在泳

池中有一群颇具实力的对手，他们之间的对抗
也有说不完的话题，这是孙扬胜出的关键原因。

在如今中国体育的大环境下，当世界冠军、
奥运冠军已经不再稀缺，因此光有出色的运动
成绩已经算不上真正的明星了。运动员想要成
为真正的明星，除了刻苦训练、为国争光外，还
要在赛场内外充分展现出自己的个性和特质。
国乒队能在榜单前 10占据 3席，与全队如今都
是网红分不开，而这一还要得益于在感受到国
球影响力下降后，早早倡导中国乒乓球“第三次
创业”的原国乒队总教练刘国梁。他曾深有感
触地说：“我不希望我的队员像挂在墙上的年画
一样，只有一张脸孔。” （李远飞）

成绩不再是唯一

中国女运动员历来是中国竞技体育
的半边天。在伦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所
获的 38枚金牌中，女运动员贡献了 19.5
枚（羽毛球混双按0.5枚统计），在去年里
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 26枚金牌中，女
选手拿下 14 枚，两届奥运会都过了半
数。如果单以运动成绩评判，她们完全
应在传播影响力榜单前10名中占据半壁
江山。然而事实是，女运动员只有 3席，
分别是乒乓球全满贯丁宁、中国女排队
长朱婷以及游泳名将傅园慧。丁宁和朱
婷在今年的赛场上获得了傲人的成绩，
丁宁蝉联了世乒赛女单冠军，拿下了第
三个世乒赛女单冠军头衔，在世乒赛女
单冠军数量上超越了张怡宁，比肩王楠
和邓亚萍。朱婷今年率领中国女排夺取
了大冠军杯，收获最佳主攻手大奖和
MVP。此外她加盟土耳其瓦基夫银行
队，在联赛和欧洲俱乐部冠军杯上也有
出色表现。因此她们分别被列入“年度
最佳女运动员”的候选人中，竞逐该奖项
的6个入围奖资格。

如果评价一名运动员在一年周期内
的运动成绩表现，劳伦斯世界体育奖无
疑是最具说服力和权威性的。但这是否
就是丁宁和朱婷入围中国运动员传播影
响力榜前10的最重要的理由呢？在劳伦
斯世界体育奖“年度最佳突破奖”候选名
单中，还有一名中国运动员进入了组委
会的视野，他就是今年 10月体操世锦赛
上一鸣惊人，为中国队时隔多年拼回男
子全能金牌的肖若腾。应该说，这3位才
是 2017年中，以全球眼光审视中国竞技
体育的最亮眼之人。然而，肖若腾并没
有进入中国运动员传播影响力榜的前50
名，这说明要想在国内吸引眼球，仅靠成
绩好已经不够分量了。

话题与成绩同样重要

那么还需要什么呢？也许与丁宁和
朱婷一同入围榜单前10的另一位女将傅
园慧能给人启发。傅园慧虽是国内泳坛
顶尖的选手，但毕竟未能在奥运舞台上
斩获金牌，因此成绩并不是她成功的关
键。她的成功在于，去年里约奥运会赛
后采访时，她个性鲜明的语言和夸张逗
趣的表情。如果单以微博粉丝的数量作
为传播影响力的一个佐证的话，她700多
万的微博粉丝在榜单前 10名候选人中，
仅次于排在头名的孙杨和第三名的张继
科。与傅园慧相似，2017年在竞技赛场
上成绩并不突出的张继科，能名列榜单
第三，无疑是因为他拥有众多的“粉
丝”。来自国球队，又曾是绝对核心，加
之鲜明的个性，使张继科在赛场内外散
发着与众不同的魅力，让他成为“粉丝经
济”的受益者。

因“话题”而受益的人，最明显的是
柯洁。他夺得榜单第二实在出人意料。
连国家围棋队领队华春明都说：“从围棋
人的角度看，我觉得这个结果不意外。
但看完 50人的榜单后，我就觉得很意外
了。”从整个竞技体育领域看，围棋属于
一个小众项目，真正让它在 2017年大热
而成为一个话题的，还是“人工智能”。
代表着人工智能的“阿尔法狗”，与人类
智慧的代表柯洁，通过围棋进行思维和
智力大战，这是一个关系到人类未来发
展的大命题。在这个命题下，包含着太
多的热门话题，所以与之结缘的柯洁自
然也就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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