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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男手全运预赛获亚军晋级

5月31日，2017年全国男
子冠军杯赛暨第十三届全运
会男子手球预赛落下帷幕。山
东男子手球队在小组赛中先
后战胜四川、澳门、山西、安徽
和北京队，以全胜战绩小组出
线后，又相继淘汰了香港和广

东队。决赛中，憾负东道主江
苏队，获得亚军。根据本次预
选赛的规则，排名前7的球队
均能晋级全运会决赛阶段，所
以山东男子手球队也顺利拿
到了全运会的决赛资格。

(郭伟）

省体育局副局长、中国足协执委隋拥军

解读《山东省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方案》

山山东东有有望望建建立立足足球球
改改革革发发展展联联席席会会议议制制度度

全运会帆船帆板预赛

山东获满额决赛席位
5月31日，为期7天的第十

三届全运会帆船帆板预赛收
帆。山东选手在此次比赛中表
现出色，获得了全运会帆船帆
板共8个级别满额的全运会参
赛权。其中，宫磊、陈贺包揽芬

兰人级前两名；黄旭峰、王晓
丽分别与浙江选手配对，包揽
女子470级前两名；汪超、蓝浩
同样分别与浙江选手配对，取
得了男子470级一个第一、一
个第四的好成绩。 （魏伟）

全运会群众项目笼式足球预赛

山东男队小组头名晋级
5月26日至29日，第十三届

全国运动会群体项目五人制笼
式足球男子组预选赛在北京举
行，代表山东出战的“山东大友
足球队”表现出色，他们在预选
赛中先以4：1战胜了以山西大

学为班底的山西队，又以4：3险
胜东道主北京队，最终在小组
前两名的附加赛中以5：1大胜
河北队，最终以小组头名的战
绩成功晋级7月份天津全运会
的决赛阶段。 （史文平）

山东省全民健身运动会

万人骑行济宁揭幕
5月28日，山东省第七届

全民健身运动会万人骑行开
幕式在济宁太白湖新区举行，
本次活动分大众骑行健身组
和竞技项目，在传统竞赛活动
的基础上，主办方策划了自行
车定车赛（18-65周岁）、自行
车慢骑赛（18-65周岁）、少儿

滑步车亲子体验赛（3-7周岁）
等6项趣味性竞技项目，总共
吸引了1600多名骑行爱好者
参赛。山东省全民健身运动会
万人骑行济宁站融合了自行
车赛、环湖绿道游、趣味活动
等多项元素，成为了骑行爱好
者们的大派对。 （王金山）

于洪臣到国家足球学院调研

5月29日，中国足球协会
党委书记于洪臣，足协技术部
副主任郭炳颜，山东省体育局
副局长、中国足球协会执委隋
拥军一行莅临山东体育学院
日照校区，就国家足球学院建
设发展工作进行专题调研。

据山东体育学院党委书
记王毅介绍，国家足球学院现
已完成了内设机构设置、人员
调配和培养方案修订工作，正
面向全球招聘高端人才和专
家团队，并着手引进高层次优
质特色课程。

于洪臣表示，中国足球协

会将安排各职能部门及时研
究足球学院办学过程中遇到
的实际问题，并在运动员、教
练员和裁判员等级审批、教练
员培训、专业团队引进、青训
队伍建设等方面加强合作，拿
出更加有力的措施支持学院
更好发展，希望国家足球学院
在以后的办学发展过程中，更
加重视并做好足球基础理论
研究、师资队伍建设、大数据
实验室和国家足球图书档案
馆建设等基础性工作，共同为
振兴我国足球事业发展做出
新的贡献。 （丽丽）

日前，第四届“冠凯杯”青
少年篮球挑战赛在潍坊落幕。
经过两天的激烈争夺，潍坊闪
电队夺得U10组冠军、济南夺
得U12组冠军、潍坊二队夺得
U14组冠军。本次比赛由山东
冠凯体育传播有限公司主办，
共分为U10、U12、U14三个组

别，有来自济南、潍坊、临沂、
淄博的三十多支球队参赛，参
赛人数超过了二百人。主办方
希望通过比赛，用篮球带给孩
子们新的气质，“希望孩子们
像运动家一样不慌不忙，不卑
不亢，做自己的冠军，做家庭
的冠军。” （商友）

“冠凯杯”青少年篮球挑战赛落幕

本 报 讯 近 日 ，首 届
CUSL中国大学生七人制足球
联赛（简称大七联赛）新闻发
布会在清华大学正式举行。

大七联赛由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
办，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足球
分会协办，宝华体育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独家运营。大七联赛
是国内首个针对普通大学生
创办的官方校园足球赛事，采
用在国内高校最流行的七人
制比赛形式，大大增加了本项
赛事的参与度。联赛将在全国
16个省市先后打响，预计将有
2000余支队伍参加比赛，经过
省内赛的选拔，最终将有36支
队伍进入全国总决赛。

中国大学生七人制足球

联赛是由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
大学生体育协会联合主办的，
针对普通高校学子（非体育特
长生）开展的校园足球专属赛
事，以一学年为一个周期，预
计参赛规模将超过2000支队
伍。经过省内赛选拔，最终将
有36支队伍进入全国总决赛
角逐全国总冠军。

近几年，七人制足球因场
地小、灵活性大、门槛低、易开
展等优势在国内广受欢迎。

“大七联赛”正是采用这种最
适合普通大学生的七人制比
赛形式，覆盖更多地区及高
校，让大学生充分体验足球文
化，享受足球乐趣。

首届联赛将以北京、上
海、天津、山东、江苏、浙江、陕

西、湖北等16个省市作为参赛
省区，每个省区将有超过50支
高校球队参赛，参赛总人数将
超过27000人，比赛总场次将
达2000多场。

本次比赛的参赛队员均是
通过普通高考招生考试入学的
学生，旨在提供了一个为校争
光的舞台以及更多享受足球的
机会。此番2000支队伍将为赢
得仅有的36席总决赛门票一决
高下，近5000场的激烈对抗，精
彩程度也会不断“攀升”，只为
见证全国首个大七冠军诞生。

赛事将通过举办夜光足
球赛、足球明星导师训练营、
绿茵女神风采大赛、体育书画
大赛、摇滚足球夜、校园之星
丝路行交流等相关活动，最后
进行全国总决赛。 （西广）

山山东东将将参参加加首首届届中中国国大大学学生生七七人人制制足足球球联联赛赛

本报记者 李志刚

日前，山东省政府办公厅
公布了《山东省足球改革发展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方案中提出“争取到2025
年，再增加1-2家职业足球俱
乐部，参加全国职业联赛”“积
极申办世界杯预选赛、奥运会
预选赛、亚洲杯、中国之队国
际邀请赛等各级别品牌赛事”
等鼓舞人心的目标。

大家都知道，深化足球改
革的关键在于“落实”，有些蓝
图描绘得虽然美丽，但实施起
来却总是遇到这样那样的问
题。山东省体育局副局长、中
国足协执委隋拥军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了《山东
省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方案》有
关情况，记者从中了解到，山
东有关部门正在申请省政府
建立足球改革发展联席会议
制度。参照国务院部际联席会
议制度，由分管省长牵头，相
关省直部门参加，负责统筹推
进我省足球改革工作。

此次《实施方案》重点是
围绕“实施”二字做文章，突出
解决了发展目标、重要任务、
保障政策和落实机制等问题，
共分12大部分、42条。除了国
家方案中的“规定动作”之外，
山东的《实施方案》中着重突
出了4个方面：其一，加强精英
足球人才培养，实现了校园足
球、精英足球与职业足球之间
的人才衔接，并解决运动员的
教育问题；其二，完善足球赛
制。从校园四级联赛、精英联
赛、鲁超联赛三个方面构建足
球竞赛体系，这也是我省的

“自创动作”；其三，注重足球
产业开发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实施方案》将足球产业开发
列为我省足球改革的重要任
务，对足球赛事、足球服务业、
足球制造业和鼓励社会投资
等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其四，
注重足球文化遗产的开发和
保护工作。

目前，山东共有鲁能泰
山、青岛黄海、青岛中能三家
男子职业足球俱乐部，中超、
中甲、中乙各1支；有中超女子
职业足球俱乐部1支。《实施方
案》提出，到2025年，再增加1-
2家职业足球俱乐部，参加全
国职业联赛。具体来说，目前
淄博、滨州等市都有发展较好
的业余足球俱乐部，山东省足
协将进行重点打造和支持，力
争通过5-8年时间使1-2支俱
乐部打上全国乙级联赛，进入
职业俱乐部行列。

隋拥军副局长还谈到，《实
施方案》下发后，作为体育部
门，当前主要有三项工作要抓
紧推进和落实。一是申请省政
府建立足球改革发展联席会
议制度。参照国务院部际联席
会议制度，由分管省长牵头，
相关省直部门参加，负责统筹
推进我省足球改革工作。二是
尽快制定、实施省足球协会调
整改革方案，完成脱钩改革工
作。三是指导市、县两级调整
改革或新建足球协会，落实足
球改革各项任务。

6月3日，腾讯棋牌天天象
棋2017全国象棋男子甲级联赛
第八轮的比赛在各主场战罢。
最终一场焦点大战，领头羊内
蒙古队主帅洪智等发力，主场
拿下王天一领衔的杭州队，内
蒙古八战6胜2平积14分持续雄
踞积分榜首，领先优势扩大至2
分一个胜场，杭州队遭遇赛季
首败。广东打平京冀，粤军12
分，浙江击败杭州象协，江苏取

胜厦门，上海力克山东，湖北不
敌黑龙江，四川负于河南。

老牌劲旅上海金外滩队
本轮对垒山东中国重汽队，一
开场，沪军全国冠军、“棋天大
圣”孙勇征就先手击败了山东
主教练谢岿，而后上海队万春
林、赵玮、谢靖接连打平陈富
杰、李翰林、刘子健，5比3告
捷。

（芸芸）

象甲联赛山东不敌上海

隋拥军接受采访表示，《山东省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方案》的重点在

于实施二字。 本报记者 李志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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