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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帆

7月１５日零点，备受关注的２０１７赛季中超
联赛二次转会窗口关闭，莫德斯特加盟权
健，穆里奇、奥特森重返中超是为数不多的
亮点。外援方面几无重磅交易，而在内援市
场上，据国外专业转会网站报道，裴帅也仅
以２６３万欧元身价独自领跑。

回望２０１６赛季中超的二次转会窗口期，
那无疑是个“烧金时代”。中超各队投入超过
１．２亿欧元，上海上港以５５８０万欧元引进的巴
西球星胡尔克，成为中超新标王。一年之
后，夏季窗口期却是另一番景象。

天津权健引进的莫德斯特是今夏中超最
贵的新外援。由于权健采取先租借、后买断
的方式，上赛季德甲射手榜探花今夏产生的

引援费用仅为５７０万欧元。
江苏苏宁５５０万欧元从法国洛里昂引进喀

麦隆国脚穆坎乔，贵州恒丰智诚从英超和西
甲分别引入马里奥·苏亚雷斯和鲁文·卡斯特
罗，葡萄牙人瓦兹·特和加纳球员阿奇姆彭分
别来到河南建业和天津泰达，喀麦隆国脚鲍
马尔和同胞贝卡门加盟了辽宁开新。

尽管新贵和求保级的球队倾巢而动，但
重磅外援几乎绝迹，引援档次大幅下降。

广州恒大此次打出好牌，曾出战１３３场、
攻进７７球的功勋外援穆里奇转会回归。为确
保实现夺冠目标，斯科拉里此前紧急启动引
援工作，穆里奇主动与原球队解约，并获得
了恒大６个月的合同以及优先续约权。

同穆里奇一样回归中超的，还有加盟广
州富力的冰岛中卫奥特森。韩国国脚张贤秀
离开后，富力将后防希望寄托在了这位强力

中卫身上，他在２０１５赛季曾帮助江苏舜天拿
到足协杯冠军。此外，塞恩斯布里重返苏
宁，恒大和河北华夏幸福分别为金英权和热
尔维尼奥注册，也算是为数不多的亮点。

曾风靡中超的“引韩”战术，在这个夏
天降到冰点。目前金亨镒、张贤秀、金承
大、尹比加兰离队，洪正好撤销报名，剩余
韩援不足１０人。延边富德引入了新科韩国国
脚黄一琇，但他和球队如何摆脱保级泥潭还
需拭目以待。

今夏中超转会中内援交易不少，但重磅
转会同样很少。权健２６３万欧元从长春亚泰引
进的裴帅成为今夏唯一达到百万欧元级别的
内援。北京中赫国安５１．７万欧元买来王子
铭，富力为引进杨万顺花费１０．３万欧元，华
夏则从青岛中能引进了王文豪、栾昊东，两
笔引援金额均为２５．８万欧元。 （据新华社）

□ 韦 骅

6支球队，4场比赛，国际冠军杯进入中国的
第三个年头，无论是参赛球队还是比赛场次，在
数量上都创下了历届新高。作为豪门俱乐部备战
新赛季的重要热身，将于7月１８日开始的国际冠
军杯中国赛，又有哪些看点？

看宿敌

拜仁、阿森纳、多特蒙德、里昂、米兰“双
雄”，６支球队皆为欧洲名门，在欧冠赛场自然也
少不了多次相遇。

要说近些年在欧战中对阵频率最高的两支
俱乐部，莫过于阿森纳与拜仁慕尼黑。作为各
自联赛的豪门球队，阿森纳与拜仁在近几个赛
季的欧冠联赛中多次交锋。在战绩上，拜仁是
“枪手”不折不扣的“苦主”，尤其是上个赛季
阿森纳两回合２：１０不敌拜仁，不仅是球队的耻

辱性惨败，也让温格的帅位风雨飘摇。本次比
赛，两支球队的大部分主力球员都将随队来到
上海，中国球迷也有望在家门口欣赏到这对宿敌
原汁原味的较量。

看新人

７月刚刚过半，拜仁、阿森纳和ＡＣ米兰均完
成重磅交易，拜仁与阿森纳皆以队史纪录的转会
费分别引进托利索与拉卡泽特，Ｊ罗也按先租后
买的方式从皇马加盟拜仁。

ＡＣ米兰更是一改往年在转会市场上的作
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敲定包括安德烈·席尔
瓦、博努奇在内的多名强援，几乎更新了一套主
力阵容，这也令不少米兰球迷尤为期待。

对于教练，此次中国赛是磨合新阵的良机，
而对于球员，能否在赛季初期占据球队的主力位
置，本次热身也至关重要。

此外，国际米兰与多特蒙德均在不久前更换
了主教练，虽说此次比赛的成绩并不具备绝对的
参考意义，但如果有不错的发挥，也算是给新东
家一份见面礼。

看情结

现拜仁主教练安切洛蒂履历丰富，在5大联
赛都有执教经历，曾率领4支球队拿到联赛冠
军，称其为“冠军教头”并不为过，而他当上主
教练后第一个联赛冠军头衔，正是随本次中国赛
即将面对的对手ＡＣ米兰拿到的。

意甲冠军之外，安切洛蒂还两次与“红黑军
团”站上欧洲之巅。除了执教，“安胖”在球员
时代还曾效力ＡＣ米兰5个赛季，可以说有很深的
米兰情结。

去年拿起拜仁教鞭的第一个赛季，安切洛蒂
便在国际冠军杯中遇到过ＡＣ米兰。此番再度相
遇，又能勾起中国的米兰球迷怎样的回忆？

（据新华社北京７月１６日电）

●附：2017国际冠军杯中国赛赛程

（以实际比赛时间为准）

7月18日19：20 广州 AC米兰VS 多特蒙德
7月19日19：20 上海 拜仁VS 阿森纳
7月22日17：35 深圳 拜仁VS AC米兰
7月24日20：05 南京 国际米兰 VS 里昂

据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2014年暑期上映
的武侠电影《绣春刀》，成为当年国产片一匹黑
马；3年后，该电影前传《绣春刀·修罗战场》将
于7月19日起在全国上映。

导演路阳16日在京介绍，《绣春刀·修罗战
场》讲述了明天启七年，北镇抚司锦衣卫沈炼在
追查案件中身陷阴谋，为了证明清白，与少女北
斋、同僚裴纶协力查明真相的故事。

路阳说，张震是唯一一位贯穿两部的主演，
这次他饰演的沈炼不仅面临更加残酷的生存困
境，爱情、兄弟情义的羁绊将是他更具危机的
“修罗场”。

《绣春刀·修罗战场》主演还包括杨幂、张
译、雷佳音等。

《绣春刀·修罗战场》19日上映

拜仁、阿森纳、多特蒙德、里昂、米兰“双雄”纷沓而至———

国际冠军杯中国赛，今年看什么？

2017赛季中超联赛夏季转会综述———

重磅外援几乎绝迹 引援档次大幅下降

□CFP 供图
当地时间7月15日，美国好莱坞，法国导演吕克·贝松电影作品《第五元素》举行展映活

动，影片女主演米拉·乔沃维奇现身。

□新华社/欧新
当地时间7月15日，在澳大利亚悉尼进行的

一场国际足球友谊赛中，英国阿森纳队以3：1战
胜澳大利亚西悉尼流浪者队。图为阿森纳队球员
张伯伦（右）与西悉尼流浪者队球员巴克斯在比
赛中拼抢。

7月16日，世界女排大奖赛澳门站在中国澳
门综艺馆落幕。意大利队以3：0战胜土耳其队，
从而以三战三胜的成绩获得冠军。中国队以3：2
战胜美国队，以两胜一负的成绩获得亚军，同积
5分的美国队因胜场劣势而屈居第三。土耳其队3
场连败垫底。

图为中国队球员袁心玥（右）在比赛中扣球。

□新华社发

中国女排3：2战胜美国队

□新华社发
7月16日，在2017赛季中超联赛第17轮比赛

中，长春亚泰队主场以3：2战胜广州富力队；天津
权健队主场3：0战胜上海申花队。

图为长春亚泰队球员伊哈洛庆祝进球。

7月16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进行的第17届
国际泳联世界游泳锦标赛花样游泳双人技术自选
决赛中，中国“姐妹花”组合蒋文文/蒋婷婷得
到94 . 0775分，获得亚军，也追平了她们在该项
赛事中的最好成绩。

这是她们完成结婚、生女这些人生大事，复
出后的首次国际泳联世锦赛之旅。

□新华社发

游泳世锦赛：文婷姐妹摘银

据新华社达喀尔７月１５日电 １５日在首都达
喀尔举行的塞内加尔足协杯决赛中，双方球迷赛
后发生冲突，露天看台支撑墙倒塌，而后酿成踩
踏惨剧，已致８人死亡。

塞内加尔体育部部长马塔尔·巴证实，在不
幸丧生者中有一名年轻的女孩，同时大约有６０名
伤者被送往附近的医疗机构就医。

当这场比赛进行到加时赛、比分是２:１的时
候，瓦卡姆队球迷开始朝对方球迷扔石头，观众
不得不匆忙离开。警察发射催泪弹试图驱散球
迷，但恐慌气氛蔓延至整个球场。球迷试图离开
现场时，一堵支撑看台的围墙突然倒塌。一名帮
助疏散伤者的目击者说：“突然之间墙就倒
了……我们知道我们之中肯定有人不幸丧命，因
为墙体直接倒在了人群上。”

塞内加尔球赛发生踩踏惨剧
致８死多伤

□ 本报记者 于晓波

从名不见经传蓦然成长为全国的单项冠
军，德州市宁津县演绎出自己的精彩——— 健身
器材、电梯制造、实木家具三大行业逐渐显示
登顶的实力。

从小五金加工集聚区升级成为“中国健身
器材生产基地”，宁津县赶上中国体育产业成
长的风口。

阳春三月，新一届宁津县委、县政府立足
宁津产业发展实际，从顶层设计、规划引领、
产业扩张、提质增效等方面全力推进宁津从健
身器材生产基地到产业名城的跨越。

县委书记王刚告诉记者，健身产业已成为
宁津县新旧动能转换的助推器。县里重点推动
完善宁津“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国家全民
健身示范基地”、“体育健身器材创新中心”
的建设，朝着“世界健身器材核心城市”和现
代化创新型体育制造业之都迈进，在世界体育
的版图上标注宁津崭新的城市形象。

王刚坦然告诉记者，从生产基地到产业名
城，需要一种文化内涵的灌注，需要一种生活
思考的解析。一句话，改变生活方式，提升生
活品质，给人民群众更多的获得感。

热订单中的冷思考

迈宝赫、宝德龙、大胡子作为宁津健身器
材产业的三巨头，也是全国同行业的龙头企
业。三足鼎立，搭建起宁津健身行业的框架。

5月末，在上海体博会的现场，他们单个
企业展位面积都达到了800平方米，高起点、
大手笔对展位设计制作，产品展示。迈宝赫公
司与美国知名健身器材公司合作打造高端品牌

Mavinpro，正式进军北美主流市场。宝德龙公
司北京公司总经理赵之富说，公司重磅推出FB
-5917动感单车、JB9800B/C跑步机、“非凡系
列”高端商用健身器械，市场反应热烈。

一年一度的体博会，是健身器材行业的风
向标，俨然成为宁津健身器材产业的走秀场，
全县参展企业20余家，参展面积超过5000平方
米，成为参展企业数量最多、参展面积最大的
健身器材产业聚集区。

上海体博会落下帷幕。细细盘点，宁津县
无论从参展企业数量上，还是产品层次上都有
了明显提升。宁津县科技局副局长苏玉峰说，
具有宁津特色的原创产品和具有国际水准的产
品越来越多，健身器材产业成为宁津县工业领
域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

新品发布使三家龙头企业成为体博会签约
的最大赢家。据初步统计，全县参展企业合
同、协议签约金额3亿元。

目前，宁津县工商注册的健身器材企业共
116家，比年初增加15家。健身器材产业规模以
上企业1—5月份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0 . 35亿元。
1—4月份实现自营出口额2148万美元，同比增
长35 . 6%。

赵之富说，在国际市场上，不名牌，无利
润；无技术，不尖端。完成原始积累，他们不
再满足对外贴牌的薄利，品牌建设已迫在眉
睫。

两个省著名商标企业(宝德龙、大胡子)开
始冲刺国家驰名商标；两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宝德龙、迈宝赫 )开始向国家级高新企业挺
进。

由北京体育大学编制的《宁津县体育产业
(健身器材)发展规划2016—2020年》，通过了评
审，提出了行业发展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从仿别人到别人仿

从仿别人到别人仿，宝德龙已发展成为一
个健身产业集团，涵盖健身产业全部产业链，
目前，市场规模已在全国所有省会城市和数百
个二级主要城市设有商用健身器材样板工程，
出口业务遍及海外50多个国家和地区。

跳出同质化竞争的红海，就是要拥有自己
的核心技术。赵之富说，公司目前正在积极推
进健康装备研究院项目，抢占市场的最高端。

迈宝赫尝到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健身交流大
会甜头。独家冠名的“2016CBBA中国健身
展”，引起CCTV5持续关注。“迈宝赫”品牌
连续两年被评为中国健身器材行业十大品牌之
首，已成长为国内最大的商用健身器材生产企
业之一。

产业的模式，开始从制造商向服务商转
变。健身器材行业的领军企业嬗变，引发宁津
决策者的思考。

王刚说，健身器材行业从器材生产到健康
生活方式的输出，为加快产业新旧动能转换注
入了强大动力，为宁津“三个一”战略实施提供
了坚强支撑，有效推进了从宁津制造到宁津创造
的转变，必将全面提升健身名城的县域形象。

坚守实业，精益求精。引导企业开展机
器换人工程、产品升级工程，带动健身器材
产业集群式发展。智能化设备的引进，节省
人力50%。

立足产业禀赋，提升县域核心竞争力。将
一个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县城转化为时尚经典
国际健身名城，要遵循自然规律，建设特有的
城市形象，要的是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狠
劲；改变生活方式，提升生活品质，需要文化

的引领，要的是滴水穿石，久久为功。
立足区域优势，联通京津冀，打造健身行

业高地。今年，宁津与北京体育大学等高校科
研机构的合作，为宁津健身器材行业提供了文
化和科技支撑。

从基地到名城

紧扣问题与矛盾，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在
区域版图上重新标注宁津。

省体育局竞技处处长林春，曾在宁津挂职县
委副书记，他认为，实现从产业基地到健身名城
的这一特色定位转换，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必然，是体育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哲学超越。

大道至简。专注产业单打冠军，打造特色
体育文化生活特质。健身，讲究健康生活，不
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宁津人所追求的
新生活方式。

全面落实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和宁津县签
订的健身器材产业基地共建协议。积极主动对接
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工信部消费品司等部门
机构，年内争取举办一次国内健身器材行业高
峰论坛，邀请国内行业知名企业来宁津，就健
身器材行业共享发展、协同提升等议题展开研
讨。

进一步擦亮“中国健身器材生产基地·宁
津”这一金字招牌，推进行业逐步向家用、
户外、竞技、智慧体育以及医疗康复等领域
拓展。

谋划健身器材产业和文化的再布局、再提
升，推进产业聚集，打造健身小镇，力争年内
实现健身器材产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零的突
破，为宁津县健身器材产业质变打造科技支撑
平台。

全省中小学生健康夏令营开营

□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尚文 报道
本报讯 7月11日，全省中小学生健康夏令

营开营仪式在省青少年素质教育中心济南常青营
地举行。全省预计将有近万名超重中小学生参与
活动。

山东羽毛球多项晋级全运

□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尚文 报道
本报讯 7月10日，我省的女双姊妹花骆

赢、骆羽等两对选手和一个女单项目在全运会羽
毛球项目资格赛晋级全运决赛。

田径亚锦赛山东获2金

□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郭伟 报道
本报讯 日前，我省运动员李玲蔚和丁邦超

在印度布巴内斯瓦尔举行的2017年田径亚锦赛中
为中国队贡献两金。

山东体彩爱心助学开始报名

□记者 于晓波 报道
本报讯 日前，山东体彩连续第10年开展的

“情系革命老区 关爱寒门学子”爱心助学活动
拉开序幕。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等单位60万元助
学金将为全省120名贫困大学新生圆梦。活动采
取网上报名的方式，报名者登录“山东体彩网”
(www.sdticai.com)和大众网爱心助学报名平台进
行报名，报名时间为7月7日—8月16日。

宁津：从产业基地到健身名城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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