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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足球场地数量达到1610
块，平均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达到0.7块以上；

建设好230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中小
学生经常参加足球运动人数不少于20万；

全市经常参加足球运动的人数超过
100万。

●到2035年，平均每万人拥有1块足
球场地；

北京市拥有 2 支长期稳居国内顶级
联赛前列并具备夺冠实力的职业足球
俱乐部。

●促进国际赛事交流，每年举办不少
于8支球队参加的“长城杯”等国际青少年
足球邀请赛。

●在青少年足球发展中，构建“班级、
校级、区级、市级”四级竞赛模式；

完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四级联
赛体系；

建立完善市级、区级和校级三级校园

足球师资培训机制。
●在足球技术人才培训方面，力争到

2020 年北京市注册各级各类足球教练员
不少于4000人、裁判员不少于3000人，各
级各类讲师达到100人，其中教练员讲师
不少于30人，裁判员讲师不少于40人。

●在北京足球代表队建设方面，打造
技艺精湛、能打硬仗、为北京争光的2至4
支全运会北京足球代表队；

每年为每支全运队创造和搭建国内
外赛事平台，使全年赛事不少于80场；

力争男女全运队为各级国家队输送
运动员不少于 10 人，全国比赛成绩进入
前三名。

●在足球场地建设方面，鼓励有条件
的高等院校至少建设1块标准足球场；

力争2030年年底前，北京市新建1至
3座可容纳5万人左右的专业型足球场。

（据《中国体育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北京足球改革谱新篇

随 着 2015 年
《中国足球改革发
展总体方案》的印
发，我国足球事业
发展走上变革之
路。北京市具有良
好的足球文化传
统，曾经培养出大
批优秀的足球运动
员，取得了不俗的
成绩，深受广大群
众喜爱。近年来，
北京市足球运动在
北京市委、市政府
的领导与支持下蓬
勃发展，在提高市
民身体素质、丰富
精神文化生活、发
展体育产业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首善之区，北
京市因地制宜、因
势利导，将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足球改
革的相关精神与本
地足球运动发展状
况结合，深入研究、
细致论证，制定了
《北京市足球改革
发展总体方案》。

《北京市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起草历时2
年，于2017年9月30日以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向社会
公布。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足球改革工作，
建立了由市级相关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北京市足球
改革发展联席会议制度。这一制度的设立参照了
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旨在统合
各部门意见建议，形成全市范围内的高效协调机
制，为北京市足球改革提供有力的支撑，创造良好
的环境。在方案的起草过程中，市体育局、市足协

对《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国足球协会调
整改革方案》《关于推进地方足球协会调整改革的
指导意见》进行了集中学习，并把中央重要文件作
为制定北京市足球改革方案的蓝本和基本框架。
在这一基本框架下，市足协展开20余次调研和座
谈活动，了解并掌握了北京市足球事业发展的第一
手材料，涉及人员广泛、领域众多、内容具体，为北
京市足改方案的制订提供了科学的、有针对性的、
强有力的支撑。

【体育头条】

《北京市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从
“总体要求”“调整改革北京市足球运动协
会”“改革完善足球俱乐部建设和运营模
式”“改进完善足球竞赛体系”“加快推进
青少年足球发展”“普及发展社会足球”

“拓宽足球专业人才培养方式”“完善北京
足球代表队建设”“加强足球场地建设”

“完善投入机制”和“加强对足球工作的领
导”等十一个方面全面阐述了北京市足球
改革发展的方向及实施路径。

在第一部分总体要求中，方案提出了
北京市足球改革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三步
走”战略。到2020年，实现各级足球协会
与体育行政部门脱钩，并在场地建设、青
少年足球、社会足球等方面取得一定发
展。中小学经常参加足球运动人数不少
于20万，全市经常参加足球运动的人数超
过100万，平均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达到
0.7 块以上。到 2035 年，上述各方面及职
业足球体系取得更进一步发展，平均每万
人拥有1块足球场地；足球管理体制科学
顺畅；足球产业成为本市体育产业发展的
重要引擎；本市拥有2支长期稳居国内顶
级联赛前列并具备夺冠实力的职业俱乐
部球队。到2050年，实现北京市足球运动
的全面发展，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积极申办国际顶级足球
赛事，实现足球运动一流城市的目标。

方案从明确定位和职能、按政社分开
等原则调整组建北京市足协、优化领导机
构、健全内部管理机制、健全协会管理体
系加强党的领导九个方面对北京市足球
运动协会进行调整改革。新的北京市足

协在内部机构设置、财务和薪酬管理、国
际专业交流等方面拥有自主权，权责明
确，依法自治，其成员涵盖广泛，旨在充分
吸纳专业人士、社会人士，推动北京市足
球事业发展。

在职业足球发展方面，方案提出要促
进俱乐部健康稳定发展并培育优秀俱乐
部，严格准入制度，提升俱乐部主体意识，
加强俱乐部梯队建设；同时加强竞赛体系
设计、完善竞赛奖励制度、提升赛事运营
能力、维护竞赛秩序、加强行业管理、促进
国际赛事交流。其中特别提到，要提升足
球赛事无形资产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
水平，促进赛事衍生品创意和设计开发，
体现了推进职业赛事向市场化、商业化方
向运作的理念。

方案强调，要加快推进青少年足球和
社会足球发展。在青少年足球发展中，发
挥足球育人功能，完善组织协调和竞赛机
制，强化师资培养管理，完善青训体系建
设，要充分促进体育教育深度融合，将足球
纳入体育课教学内容，完善小学、初中、高
中、大学的四级联赛体系，强化校园足球师
资培训。推动青少年足球运动发展不但是
为储备职业足球运动人才，更是为了提高
学生综合素质，培育勇于拼搏、善于合作的
精神，推动青少年健康成长。在社会足球
领域，要继续推动足球运动普及，不断扩大
足球人口规模。市足协及相关单位将以

“百队杯”、“社区杯”和京津冀业余足球联
赛等品牌赛事为平台，加强管理，健全机
制，推动社会足球朝着更加规范化、专业化
方向发展，鼓励专业教练员、裁判员以志愿

服务形式指导社会足球建设。
足球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是方案的重

点之一。足球专业人才涵盖广泛，包括足
球运动员、足球技术人才（教练员、裁判
员、讲师、队医、营养师、理疗师等）、足球
管理人才（经营管理、营销推广、中介服
务、文化创意、球员代理人等）等。方案指
出，要拓宽运动员培养渠道，建立人才良
性选拔发展机制，同时做好足球运动员退
役后转岗就业工作。在足球技术人才培
养方面，方案要求加大培养力度，构建科
学化、制度化的足球技术人才培训管理体
系。另外，依托高等院校设立足球学院和
学校、共建北京足球智库将探索人才培养
新模式，把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紧密相
连。在全运会北京足球代表队建设方面，
需要发挥制度优势，完善队员选拔机制，
提高保障能力，加强教练团队建设，统筹
各相关单位需求，打造 2 到 4 支优异的全
运会代表队，并为各级国家队输送人才。

作为足球运动发展的基础，场地设施
建设也是北京市足球改革发展的一个重
要方面。方案提出，要扩大足球场地数
量，把兴建足球场纳入城镇化和新农村建
设总体规划中；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盘活存
量，积极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改建、扩
建足球场，鼓励利用公园、闲置地等建设
简易实用的非标准足球场。对社会资本
投入足球场地建设予以土地、税收、金融
等方面的政策支持。除了场地设施建设
之外，提高场地设施运营能力和综合效益
也十分重要，需要积极发挥市场作用；建
立共享机制，推动学校足球场在课外时间

优惠或免费向社会开放。
在投入机制方面，要推动投资主体多

元化、投入机制更加完善。各级政府通过
购买服务的方式，加大对足球改革和品牌
赛事的投入扶持力度；鼓励社会力量发展
足球，引导社会资本通过投资足球俱乐
部、赞助足球公益项目等进入足球领域。
方案要求加速足球产业发展，实现足球赛
事转播权有序竞争。引入移动互联网、新
媒体、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新技
术，构建全方位、全过程、信息化、科技化
的足球产业链，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兴
办足球产业的格局，大力开拓相关市场。

方案同时强调，要加强对足球工作

的领导。完善联席会议制度，把足球工
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确保各相关部门
通力配合，共同推进北京市足球改革发
展。方案非常重视球迷组织和球迷文化
的作用，要求培育首都足球文化，充分发
挥足球在强身健体、立德树人方面的积
极作用；创新足球宣传方式，使足球运动
成为传播社会正能量的载体；充分发挥
北京市足协球迷专项委员会和球迷执委
的作用，加强球迷文化建设，积极打造北
京足球主场文化。《北京市足球改革发展
总体方案》创新性地把球迷组织的力量、
足球文化的发展纳入改革的措施中，是
方案的一大亮点之一。

《北京市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起草思路

《北京市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主要内容

“数”说北京足改方案

2017赛季中超联赛颁奖仪式日前在重庆举行，16大
奖项各归其主。中超颁奖仪式的举行，也意味着2017赛
季中超联赛正式收官，期待来年中国顶级职业足球联赛
更加精彩。

率先揭晓的奖项是年度最佳守门员奖，上海上港门
将颜骏凌力压曾诚、王大雷等国家队队友以及呼声颇高
的天津权健门将张鹭，职业生涯第一次斩获该奖项。随
后颁发的最佳本土射手奖、最佳射手奖分别被武磊、扎哈
维获得。在充分体现俱乐部社会责任感的最具社会责任
奖评选中，河北华夏幸福、山东鲁能泰山、北京国安、广州
恒大、重庆力帆当选。

作为施行U23球员新政的第一年，年轻球员的表现
备受期待，南松、黄政宇分别荣膺赛季最佳新人和U23最
佳球员。

中超预备队冠军是山东鲁能泰山，这是颇为重视青
训的这家俱乐部中超历史上第八次登顶预备队联赛冠
军之巅。

本赛季中超最佳阵容，分别为颜骏凌、王燊超、黄政
宇、冯潇霆、姜至鹏、蒿俊闵、扎哈维、武磊、郜林、胡尔
克。分量最重的年度最佳教练、最佳球员分别被卡纳瓦
罗、扎哈维获得。

随着广州恒大举起代表中超冠军的火神杯，本次颁奖
仪式、2017赛季中超联赛正式落下帷幕。（林剑 邓红杰）

2017年世界蹦床锦标赛于北京时间13日凌晨
在保加利亚索非亚落幕，中国选手高磊以超高难度
成套卫冕男子网上个人冠军，帮助中国队实现了在
该项目上的世锦赛八连冠。董栋获得季军。男子
单跳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阔获得冠军。在本次
世锦赛总共14个项目中，中国队参加了10项的争
夺拿下7金1银1铜，高居奖牌榜首位。 男子网上
个人半决赛中，俄罗斯选手乌萨科夫得到61.815分
排名第一，高磊和董栋以第二和第四晋级决赛。决
赛中，志在卫冕的高磊拿出了难度高达18.200的成
套，高出乌萨科夫17.300的成套近1分。不仅是难
度，高磊在高度分上得到18.530，这项同样高出乌萨
科夫0.575。最终高磊以62.280分获得冠军，乌萨科

夫以62.005分获得亚军，董栋得到61.540分名列第
三。从2007年世锦赛开始，中国选手叶帅、董栋、陆
春龙、涂潇、高磊先后完成了对该项目的八连冠，其
中董栋取得3次冠军，高磊获得两次冠军。 女子
网上个人的角逐中，半决赛中国选手钟杏平、朱雪
莹分别以第二和第三名晋级决赛，资格赛排名第一
的刘灵玲未能完成动作无缘决赛。决赛中钟杏平
以难度14.400的成套得到54.645分名列第六，朱雪
莹出现失误获得第八名。白俄罗斯选手皮阿特雷
尼亚以56.075分夺冠。 男子单跳决赛中，中国选
手张阔表现出色，以两跳总分76.800分夺冠。丹麦
选手维施、英国选手布朗尼分获亚军和季军，另一
名中国选手张伟伟获得第八。 （袁雪婧）

尽管球迷们都清楚丁俊
晖正受眼疾困扰，却没想到

“病毒性结膜炎”令他彻底无
缘上海大师赛。11 月 13 日
晚，2017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
赛在上海体育馆揭开战幕。
开赛前一天丁俊晖宣布了自
己退赛的消息。他在社交媒
体上写道，“我退出上海大师
赛，各位球迷很抱歉，我们英
锦赛见。”

作为上海大师赛过去 10
年来唯一两次斩获冠军的球
员，丁俊晖一直想要在今年的

赛事中卫冕，但正患眼疾令他
无法实现连续夺冠的梦想。
事实上，10 月底的国锦赛上，
丁俊晖就受困于病毒性结膜
炎而早早被淘汰出局，原本只
需要 10 天左右即可痊愈的眼
疾，比预想的要慢很多。

11月的赛程相当密集，上
海大师赛后紧接着北爱尔兰
公开赛和英锦赛。再三纠结
后，丁俊晖作出了退赛决定，
也将错过北爱尔兰公开赛，以
便得到充沛时间休养。

（平萍 周阳）

2017年世界羽联超级系列
赛之中国羽毛球公开赛11月14
日至19日将在福州海峡奥体中
心举行。坐镇主场的中国羽毛
球队派出了23名单打、22对双
打组合参赛，教练组希望通过这
次比赛单打选手走出低迷，寻求
突破，双打重组后加强磨合。

中国男单近期表现不佳，丹
麦、法国两站比赛毫无斩获。本
次公开赛中国队派出林丹、谌
龙、石宇奇等人的最强阵容，他
们要面对丹麦名将阿萨尔森、马
来西亚一哥李宗伟、印度名将斯
里坎斯等选手的挑战。

对于中国男单的状态，单
打组主教练夏煊泽说：“林丹是
一名老队员，现在恢复能力较
为一般，在全运会后放弃了丹
麦和法国比赛，全力备战中国
公开赛。谌龙从法国站回来之
后，我们进行了沟通，目前训练
比赛感觉和场上精神状态明显
好转。石宇奇现在处于一个瓶
颈期，他需要自己调整，提高思
想认识，把比赛的拼劲放在第
一位。”

国羽女单已经有一年多没
拿到世界羽联超级系列赛的冠
军了，这次主场作战，陈雨菲、
何冰娇、陈晓欣等女单金花力
争实现突破。近期女单有了复
苏的迹象，陈雨菲夺得世锦赛
铜牌，何冰娇在超级赛多次进
入四强。“陈雨菲、何冰娇近期
表现较好，主要是担子落在她
们的身上，两人责任心较强，训
练要求较高，比赛成绩也是训
练效果的体现。”夏煊泽表示，

“中国女单要力争拿到冠军，实
现突破。但现在女单整体实力
还很单薄，后备人才缺乏。”

国羽双打重组，是本次公
开赛的一大看点。男双方面，
张楠/刘成、李俊慧/刘雨辰、
黄凯祥/王懿律是比较稳定的
组合，柴飚/王泽康则是新老
首次搭档。女双方面，除了陈
清 晨/贾 一 凡 外 ，李 茵 晖/杜
玥、黄东萍/李汶妹、徐涯/刘
玄炫等都是新组合，其中李汶
妹之前是单打选手。国羽女
双组在前段时间的集训中，从
女单组的非重点运动员中挑
选可塑人才充实队伍。混双
变化最大，里约周期后中国队
两对强档郑思维/陈清晨、鲁
恺/黄雅琼同时拆对，在上周
结束的澳门黄金大奖赛上，郑
思维首次搭档黄雅琼参赛，便
赢得了冠军。鲁恺在中国公
开赛上配对汤金华。

中国公开赛将是变化后的
国羽双打组的集体亮相，双打
组主教练张军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透露，之所以如此安排，是着
眼于 2020 年东京奥运会，提前
做好布局，在双打3个项目上各
打造出 3 对具备核心竞争力的
组合、3对具备冲击力的组合。

张 军 强 调 ，在 东 京 周 期
内，国羽 80%的双打队员都不
再兼项。“不是说现在的队员
不具备兼项的能力，而是按照
目前羽毛球项目发展环境来
说，不适宜兼项。并且从明年
开始世界羽联赛事体系将进
行改革，比赛强度更大。现在
羽毛球的对抗越来越激烈，一
场双打比赛打满 3 局后，再打
另一场双打比赛，精力肯定会
下降。另外比赛一轮一轮，越
到最后对手越强，兼项的队员
负担就会越重。” （周圆）

国羽单打寻突破双打待磨合

【体坛快递】

蹦床世锦赛中国队7金1银1铜

2017赛季中超各奖项揭晓

丁俊晖因眼疾退出上海大师赛

康定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发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513321600062761（1- 1）遗
失作废。康定县珍品商店

法人章，姓名“王万秋”
无编号遗失作废。九龙县
洪坝乡中心村民委员会

九龙县洪坝乡羊圈门
村村民委员会在甘孜州农
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
九龙信用社开立的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 账 号 ：
88870120000003321，核 准
号：J6814000061901)遗失作
废。 九龙县洪坝乡羊圈
门村村民委员

四川省色达县地方税务
局在农行色达县支行开立的
基本存款账户银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579101040002518，
核准号：J6824000000702)遗
失作废。
四川省色达县地方税务局

泸定县食品药品公司质

量监督管理局于2015年09月
14日核的泸定世勇种植专业
合作社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513322MA000179X遗
失作废。
泸定世勇种植专业合作社

理塘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513334600034558 遗失作
废。 格乃吉祥小吃店

理塘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513334600020202 遗 失
作废。

小张电脑雕刻家具店
理塘县国家税务局发

税务登记证副本，理塘国税
字 513101199602205616 号
遗失作废。

小张电脑雕刻家具店
私章，姓名“周季泉”无

编号遗失作废。
甘孜藏族自治州林业

局-工会

遗失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