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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 日的山西太原，阳光炙
热。太原市网球中心，第二届全国青
年运动会网球比赛热火朝天进行，中
心的 6 片露天场地上，观众时刻关注
着运动员的每一次发球、回球。面
对 来自全国各地青年网球高手的
精彩发挥，观众不吝掌声，不断加油
鼓劲。

当日恰逢周六，太原市民张亮

带着孩子早早来到 1 号网球场，等
待太原市女子网球选手刘钰涵的
比赛开锣。“尽管网球运动在我国
越来越受欢迎，但对于多数市民来
说，打过网球的并不多，网球运动
与 老 百 姓 的 生 活 还 很 远 。”张 亮
说。正因为如此，太原市能举办二
青会这样的全国大型赛事，为老百
姓与网球运动拉近距离提供了一

个好机会。
一边观赛一边用手机搜索网球

规则，这是张亮现场解决孩子提出
问题的方法。当然，现场观众也大
方地为孩子讲解一个个网球知识：
单双打边线、ACE 球、记分方式……
张亮欣喜地发现，二青会已经在孩
子心中埋下了一颗热爱运动、享受
健康的“种子”。

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国球。
全运会男子团体第四名、女子单打

第五名，是江西乒乓球取得的历史最好
成绩。

从南京全运会到沈阳全运会再
到天津全运会，从南昌城运会到福州
一青会再到太原二青会，记者一直希
望能在全国综合性大赛中看到江西
乒乓球运动员站上领奖台的惊喜一
幕，遗憾的是，2009 年济南全运会江
西没有运动员参赛，2013 年沈阳全运
会江西“独苗”首轮遭淘汰，2017 年天
津全运会鹰潭小将周恺战胜张继科
挺进八强之后无力前进。2015 年的
一青会上，江西只有乒乓球女团一个
项目进入福州决赛阶段的比赛，结果
当然也不理想。

于 8 月 9 日开幕、赛期 9 天，在山
西太原滨河体育中心乒乓球馆进行的
二青会乒乓球比赛，业界人士明显感
觉到江西乒乓球在此次大赛中不仅“点
多面广”了，甚至暴露出“不小的野心”。
在南昌昌北国际机场，记者遇到我省
一位知名的乒乓球教练，他说，或许
江西乒乓运动员能在太原站上领奖
台，创造江西乒乓球运动的历史。

“经过前期预赛，江西共有 19 名
运动员、11 个小项取得决赛阶段比
赛的资格，这种规模是江西乒乓球前
所未有的。昨天（指 8 月 9 日）的几轮
资格赛之后，我们有 2 个项目已闯进
八强。按照计划，如果队员发挥正
常，我们还有项目要‘八进四’甚至‘四
进二’。”8 月 10 日，江西省球类运动
管理中心主任张松涛自信地告诉记
者。记者了解到，已经进八强的项目
是体校组女子团体和社会俱乐部组女
子单打。

从一青会的“独苗现象”到二青会
的“点多面广”，四年时间，江西乒乓球
发生了什么？“一是抓基础，不断挖
掘、培养好苗子；二是运动员、教练员
既能‘走出去’又能‘引进来’；三是权
力下放到队，队内形成良性的竞争、
激励机制；四是开门办体育，吸引更
多优质的社会力量参与建设乒乓球
事业……”张松涛掰着手指头一一给
记者列举有关的举措、做法。例如，
江西乒乓球队近期引进了高水平教
练员田子超，该教练曾经是国家队队
员，长期在欧洲国家执教；江西乒乓球
队定期与湖南等省的省队开展联合训
练，不时派队伍到山东、河南等省的知

名乒乓球俱乐部学习。
天津全运会结束后，省乒乓球队

提出了“求创新、破困局，十四运会上
誓打翻身仗”的奋斗目标。去年 10 月
进行的 2018 年全国青年乒乓球锦标

赛，2001 年 3 月出生的江西运动员李
志毅，凭借男子单打比赛第六名的好
成绩，达到国家健将运动员水平。李
志毅是我省自 1999 年以来在乒乓球
项目上诞生的首个国家运动健将。值

得一提的是，当年男子单打前八名，李
志毅是唯一一位来自省市队的运动
员，其他选手均来自国家队。此次二
青会，李志毅作为瑞昌市体育总会乒
乓球俱乐部的一员参赛。

8 月 10 日，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网球项目进入第
二个比赛日，江西网球运动员闪亮登场。当日 10 时，社
会俱乐部甲组男子网球单打选手赵仕庆率先亮相，并为
江西网球军团取得开门红，成功闯入16强。随后的比赛
中，除李逸之外，蔡伽蓝、侯亚男、王雨涵均顺利在首轮过
关，闯入各自组别的16强。

正在太原参加二青会的江西省网球运动管理中心
主任吕少军对记者说：“大赛有压力，但江西网球更有
底气，福州青运会我们拿了铜牌，这次我们要争取将奖
牌的颜色换一换。”

江西网球二青会精彩亮相
今年上半年，在山东日照举行的二青会网球项目

的预赛中，江西网球共有 7 名运动员成功出线，入围
在山西太原进行的二青会决赛阶段的比赛。据悉，这
些队员均以九江武宁网球俱乐部的名义参加二青会
社会俱乐部组的比赛。男子单打选手为甲组赵仕庆、
乙组李逸；女子单打乙组的选手为蔡伽蓝、侯亚男、
王雨涵 3 人。另外，男子双打由李逸、李原昊联袂出
战，女子双打组合 2 个，分别为侯亚男／王雨涵、蔡伽
蓝／叶师羽。

10 日，江西网球队首次在太原亮相，除双打选手
李原昊、叶师羽外，其他选手悉数在单打比赛中登场。
赵仕庆的对手、山东队张书畅临时退赛，赵仕庆开心
收下“大礼”，直接晋级该组别的16强。作为社会俱乐部
乙组女子单打的 2 号种子，侯亚男稳扎稳打，2∶0 轻松
战胜福建队林雨楦，跻身 16 强。随后，蔡伽蓝、王雨涵也都轻松战胜对手，
遗憾的是李逸惜败于宁夏选手党浩淼。

2015 年在福州举行的一青会上，江西吴昊获得男子单打铜牌，这是江西
网球在全国综合性比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二青会，4 名队员晋级单打 16
强，尤其是女子单打侯亚男还是赛会组别 2 号种子。此外，女子双打组合侯
亚男／王雨涵也是所在组别的 2 号种子，这让江西网球在二青会上有了更足
的底气。因此，对最终的成绩吕少军有了新期待：“江西网球到了换一换奖
牌颜色的时候了！”

期待江西网球更好更快发展
近年来，江西网坛好事不断。江西网球公开赛今年进入第六个年头，而且

今年更是与河南郑州公开赛联合开赛，势必进一步提升品牌赛事知名度；去年，
江西网球项目后备人才基地落户武宁，武宁国际网球学院也即将建成；2019年
度全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各地参与热情高涨，报名人数超过600人。

从硬件上看，我省目前拥有 2700多片网球场地，具备了打造网球强省的条
件，网球俱乐部近200家。庐山西海国际网球项目业已提上日程，将新增22片国
际标准比赛场地。网球赣军人才不断涌现，郑妩双、孙旭柳、吴昊频频在国内外
赛事亮相，在网球界增添一股股“江西力量”。

“目前，江西网球以国际大赛为引领，拓展并夯实网球群众基础，同时激发
社会力量参与网球竞技发展，政府体育部门为网球发展搭建平台并做好服务，
以期实现江西网球更好更快发展，让江西运动员尽早在全国大赛上出成绩，展
现体育赣军风采，”吕少军说：“网球在赣鄱大地展现喜人的发展态势，更多的家
长和孩子们开始热爱网球、参与网球运动，群众基础向好，有了普及就会有利于
网球水平的更大提高。”

江西乒乓球更有“拼劲”
本报特派记者 郁鑫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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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瑞昌市体育总会乒乓球俱乐部的队员在比赛中。 本报特派记者 杨继红摄

埋下热爱运动的“种子”
本报特派记者 刘 斐

中美经贸摩擦进一步加剧令美国
农户苦不堪言。在美国农业大州艾奥
瓦州，五代为农的金伯利农场主人里
克·金伯利对新华社记者说：“今年上半
年由于雨水太多，我们的大豆预计将减
产 10%到 15%……更要命的是，这些大
豆将无处可去。”金伯利说，他现在最苦
恼的是如何将这些大豆卖出去，而这已
是他连续第二年面临如此困境了。

美国官方数据显示，过去 10 年，中
国平均每年采购 113 亿美元美国大豆。
2018年，美国对中国的大豆出口总额为
31亿美元，比2017年下降了近75%。

美国农会联合会会长齐皮·杜瓦尔
说：“中国暂停采购美国农产品的决定，
对处境已经十分艰难的农民和农场主
来说是沉重打击。”北达科他州大豆农
场主泰勒·斯塔夫斯利恩说：“这无异于
在棺材上又钉上一根钉子。”

美国农业部7月25日公布了向美国
农民提供约160亿美元援助计划的政策

细节，但美国农业界普遍表示，与其给补
贴不如给市场，解决经贸摩擦更符合美
国农民利益。

伊利诺伊州小农场主史蒂夫·沃里
克对新华社记者说，相较于不太稳定的
农业补贴，自己更希望通过贸易取得稳
定收入。作为农民，他更希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获得长期稳定的回报。

金伯利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说：
“我们只想继续成为中国长期、稳定的
大豆供应商。但目前形势让我们苦不
堪言，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教授哈伊
里·图尔克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农产品价格近几年来持续下滑，加
上经贸摩擦，使相当一部分美国农民，
尤其是小规模经营者面临破产危机。

图尔克表示，美国政府威胁进一步
加征关税是极其短视的行为，破坏了美国
农业机构耗费数十年建立的稳定农产品
出口市场。（据新华社芝加哥8月9日电）

中美经贸摩擦升级
让美国农民苦不堪言

北京时间8月10日凌晨，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发布中国年度第四条
款磋商报告，重申2018年中国经常账户
顺差下降，人民币汇率水平与经济基本
面基本相符。多位国内外专家认为，
IMF此次报告等于否认美国对中国“汇
率操纵国”的指责，美国乱贴标签自欺
欺人的做法暴露于世。

IMF报告证实中国并未
“操纵汇率”

此次 IMF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
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比例下降约 1 个百分点至
0.4% ，预计 2019 年该比例将保持在
0.5%。根据评估，2018年中国外部头寸
与中期基本面和可取政策对应的水平
基本相符。

IMF亚太部助理主任、中国事务主
管詹姆斯·丹尼尔表示，2018 年人民币
汇率水平与经济基本面基本相符，并不
存在明显高估或低估。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国际上是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监督成员国汇率
政策、避免成员国操纵汇率获取不正当
贸易竞争优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高级研究员管涛说，IMF的报告没有支
持美国认为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的结论，
没有改变 6 月份磋商结束后的总结陈
词。“可以说，IMF最新报告没有认同美
国给中国贴的汇率操纵国的标签。”

前美国财政部官员、战略与国际研
究中心高级顾问马克·索贝尔告诉记
者，IMF的上述报告驳斥了美国财政部
近期对中国“操纵”汇率以获取不公平
贸易竞争优势的指控，IMF对2019年中
国经常账户顺差的预估显示中国并未
干预外汇市场。

事实上，中国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成
果有目共睹。IMF 自 2015 年起连续 5
年发布报告认为，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
济基本面基本相符。根据国际清算银
行公布的数据，2005 年初至 2019 年 6
月，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 38%，实
际有效汇率升值 47%，是二十国集团经
济体中最强势的货币，在全球范围内也

是升值幅度最大的货币之一。
“汇率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决定

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财政
状况、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国际收支、跨
境资本流动总体平衡，这是汇率的基本
面。汇率变化是与中国经济基本面相
适应的，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也
是稳定的。”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
温彬说。

美国乱贴标签自欺欺人
意欲何为

自5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将中国列为
“汇率操纵国”以来，来自国内外的专家
普遍认为，美国的做法是在“自欺欺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
克斯告诉记者，IMF报告清楚显示中国

“不存在任何操纵汇率”的行为，美国财
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是基于
特朗普总统的推文内容而非客观分析，
是“武断、任性和政治化”的决定。

根据美国自身法律有关“汇率操纵
国”的三条量化规定，中国仅满足其中
关于对美经常账户顺差超过200亿美元
的条款，其余两条均不符合其认定标准。

“中国不仅不符合其法律规定观察
国标准，更不符合汇率操纵国的标准。
美国自我打脸，违反自身设定标准，将

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不仅是无稽之
谈，而且无法不让人怀疑其是出于政治
和贸易谈判目的，企图对中国进行极限
施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副院长董希淼说。

为了规避自己制定的量化指标，此
次美国财政部引用1988年制定的法律，
对所谓“汇率操纵国”标准规定含糊不
清。更为可笑的是，美国财政部称中国
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来干预外汇市场避
免人民币贬值，但却没有这么做，因此
应被视为“汇率操纵国”。

“中国央行基本退出了对汇率市场
的直接常态化干预，而且采取了多种措
施来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瑞
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表示，

“在实际操作上，美国可能以此为借口
进一步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或采
取其他措施。”

“今年8月以来，人民币汇率出现一
定幅度贬值，主要是全球经济形势变化
和贸易摩擦加剧背景下市场供求和国
际汇市波动的反映，是由市场力量推动
和决定的。”德国商业银行新兴市场高
级经济学家周浩说。

其实，当前国际市场对美国干预外
汇市场的风险关心更甚。德国商业银
行、美银美林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指

出，当前美国干预外汇市场的风险其实
在进一步上升。

来自德国商业银行的报告显示，特
朗普政府一直呼唤弱美元汇率并且抨
击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不排除下一步会
直接干预美元汇率。美银美林报告称，
近期市场的变化显示，美国政府打压美
元的概率已经上升。

“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元、日元
等货币汇率，这实质上也是一种干预。”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说。

中国仍将坚持汇率市场化
改革方向

事实上，自 2005 年“7·21”汇改以
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完善。

“人民币汇率如今实现了双向波
动，央行退出外汇市场的常态式干预。”
温彬认为，这十几年来的汇率市场化改
革，中间价的确定，从汇改初期盯住美
元到现在考虑一揽子货币，客观反映人
民币均衡水平；汇率波动区间也从最初
千分之三，现在已经扩大到 2%。“人民
币汇率短期内会随市场供求变化出现
有弹性的波动是很正常的。”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 7”之后，市
场人士预计，因为中国经济基本面依旧
稳定，通过一系列双向波动，人民币汇
率运行的长期稳定态势不会改变。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主
管程实分析称，当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破 7”从成因上看，全球贸易博弈的持
续升级客观上导致中国经济多维承压。

立足于近年治理经验和未来国际
环境，中国央行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
核心逻辑不会动摇，预期管理和“稳增
长”将双管齐下。

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日前
在谈人民币汇率时所指出的，人民银行
和外汇局将保持外汇管理政策的稳定
性和连续性，保障企业和个人等市场主
体合理合法的用汇需求，深化外汇领域
改革开放，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水平，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
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IMF重申人民币汇率符合基本面
专家认为美方自欺欺人暴露于世

图为在“晴空”便携式防空导弹班组比赛中，中国参赛队员发射便携式导弹。
今年，中国陆军共承办“苏沃洛夫突击”步战车组、“晴空”便携式防空导弹班组、“安全
环境”核生化侦察组和“军械能手”武器修理班组4项比赛。参赛队员分别来自亚洲、
欧洲、非洲、南美洲4大洲12个国家。 新华社发

“国际军事比赛-2019”：

库尔勒赛区已赛阶段性项目中国参赛队均获第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