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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 科比、 詹姆斯、 安东尼， 都
是我喜爱的球星。” 一谈起体育， 聊起篮
球， 第七届省直机关篮球赛冠名单位湖南
湾田集团总裁李向群便眼前一亮、 口若悬
河， 俨然一个资深球迷。 他还向记者透
露， “湖南是人口大省， 经济发展也日新
月异， 体育事业也应跟上步伐。 如果可
以， 我们集团愿意为成立一支本土的
CBA职业队作出自己的贡献。”

但可不要误会， 湾田集团之所以支持
本届省直机关篮球赛， 甚至愿意为成立
CBA球队“慷慨解囊”， 并不是因李向群
个人痴迷篮球。

在湾田集团， 体育锻炼蔚然成风， 李
向群只是众多热爱篮球或其他运动项目的
代表之一。 在他看来， 体育不仅强身健
体， 更具文化内涵， 代表了团结、 拼搏的
精神， 于做人、 经营企业都有积极作用。
“为什么支持第七届省直机关篮球赛？ 我
们湾田集团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支持体
育事业发展， 传播体育竞技正能量， 并与
民众分享体育带来的快乐和感动。”

李向群骄傲地介绍， 湾田集团每年
都会有精彩纷呈的体育赛事上演， 乒乓
球、 羽毛球活动， 每年一次的集团篮球联
赛。 从篮球、 乒乓球、 羽毛球等竞技项
目， 到拔河、 骑单车等趣味项目， 近万名
湾田人通过体育感受激情与快乐。

“激情、 责任、 诚信、 感恩” 是湾田
集团的企业精神， 也是所有湾田人的人生
信条， 这恰好与体育竞技的内在精神不谋
而合。 “体育竞技的精神让我们激情满

怀， 让我们团结无间， 更让我们保持着奋
勇向前的精神。” 李向群告诉记者。

据介绍， 湖南湾田集团的母公司贵州
湾田煤业集团是贵州省最大的民营矿业企
业之一， 由湘籍民营企业家、 第八届“全
国创业之星” 刘祖长先生于2003年投资
创办， 拥有近万名员工， 现有固定资产
50多亿元。 秉承对三湘四水的深情， 湾
田集团的战略重点逐步向家乡转移 。
2008年， 湖南湾田集团在三湘大地精彩
亮相， 并快速形成了以房地产为主营产业
的多元化发展态势， 先后在娄底、 衡阳、
邵阳、 长沙、 湘潭启动项目投资， 预计5
年内总投资将达100亿元以上， 成为湖南

一流的民营企业。
“无论做人， 还是做企业， 回到原点

都要学会感恩。 回馈家乡， 回馈家乡人
民， 是近万名湾田员工心之所愿 。” 李向
群介绍， 湖南湾田集团成立以来， 发起、
推动了多项公益活动， 支持体育事业发展
是回馈社会的方式之一。

“去年我们支持了‘贺龙杯’ 业余篮
球赛， 今年又支持省直机关篮球赛， 未来
我们还要为成立湖南自己的CBA球队鼎
力相助。” 李向群展望， “未来有一天，
能在长沙看着湖南自己的球队在中国最高
级别的篮球联赛中拼搏、 厮杀， 那该有多
带劲哪。”

传播体育正能量
———专访湖南湾田集团总裁李向群

本报记者 曹辉 王亮
通讯员 刘凯

本报5月21日讯（记者 蔡矜宜）在今天进
行的亚冠联赛1/8决赛第2回合的比赛中， 率先
占得先机的北京国安队客场以1比3不敌首尔
FC队，无缘8强。

由于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进行的首回合比赛双
方互交白卷， 加之双线作战让国安队遭遇伤病的
困扰，处于水深火热的“御林军”想要开创俱乐部
历史晋级亚冠8强，只有与首尔队展开殊死一搏。

本场比赛，国安队开局迅速组织进攻，造成
首尔队防线混乱。第9分钟，首尔队后卫金致佑
头球回传门将力量过小， 卡努特抢在门将出击
之前插上冷静打门，国安队拔得头筹。下半场首
尔队开始发力， 并在第58分钟获得一次点球机
会，但德扬因过分要求角度，将球打在球门立柱
上，国安队逃过一劫。

3分钟后，持续进攻的首尔队还是取得入球，
尹日禄左路传中， 国安队员中路不慎将球漏过，
安迪尔森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轻松推射破门。乘
胜追击的首尔队此后继续猛攻，第70分钟，尹日
禄的一脚大力劲射破门，帮助球队将比分反超。

比赛的最后20分钟， 国安队的卡努特、张
辛昕， 首尔队的安迪尔森均因两黄变一红被伊
朗籍主裁判多基罚出。 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9
人作战的国安队倾巢而出， 门将杨智也弃门防
守对方插上的球员。最终，多1人的首尔队抓住
门前机会，凭借高明振的冷静推射空门得手，戏
剧性地的以3比1逆转获胜， 并成功晋级亚冠8
强。国安队则提前结束了本赛季的亚冠之旅。

9人国安1比3不敌首尔

“御林军”
无缘亚冠8强

谈起体育， 聊起篮球， 李向群 （右） 兴之所至、 口若悬河。 刘凯 摄

本报5月21日讯 （记者 蔡矜宜） 今天凌
晨， 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主席弗洛伦蒂诺召开新
闻发布会， 宣布球队主教练穆里尼奥将在赛季
结束后离任。

“我们在和穆里尼奥进行过商谈以后， 决
定在本赛季末结束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 弗
洛伦蒂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感谢穆里尼奥
这3年来为球队所作出的贡献。

关于皇马下任主教练的人选， 巴黎圣日耳
曼主席纳赛尔·阿尔赫菲尔表示， 他觉得安切
洛蒂 （巴黎圣日耳曼主教练） 与皇马拥有提前
约定。 但弗洛伦蒂诺则说： “我需要澄清的是
我们没有和任何教练草签协议， 而这是我们未
来几天的工作， 我想向巴黎圣日耳曼和其他所
有球队展示我们的尊重。”

“狂人” 穆里尼奥2010年率领国米夺得
三冠王之后， 顶着巨大的光环来到皇马， 并在
5月31日正式上任。 三个赛季过去， “狂人”
率队夺得了1座国王杯、 1座西甲冠军和1座西
班牙超级杯冠军。 虽然去年夏天皇马与穆里尼
奥续约到2016年， 不过由于本赛季球队战绩
不甚理想， 加上穆帅与球员之间矛盾重重， 最
终“狂人” 选择了与皇马友好分手。 据悉双方
这次解约， 任何一方都不需支付违约金。

本报5月21日讯 （记者 蔡矜宜） 在今天
进行的2013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
锦标赛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中， 中国羽毛球队
以5比0横扫印尼队， 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
1/4决赛。

由于中国队和印尼队之前都战胜了印度
队， 所以两队已经提前锁定了小组出线权， 今
日一战只是决定两队的小组名次。

因双方都没有球员兼项， 裁判指定首场比
赛进行男子双打。中国队的“风云组合”蔡赟/傅
海峰在先失一局的劣势下连扳两局，最终以2比
1逆转对手。女单较量中，中国“一姐”李雪芮同
样“慢热”，在丢掉首局后才逐渐进入状态，以2
比1有惊无险获胜。第三场男单对决，中国队谌
龙稳扎稳打， 以2比0战胜印尼队苏吉亚托，同
时为中国队以3比0提前锁定胜利。

女双和混双比赛， 中国队均以两场2比0
获胜， 并最终以5比0横扫印尼队， 晋级8强。

本报5月21日讯 （记者 苏原平 陈永
刚）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在办学过程中加强
校企合作，按照企业的“订单”组织人才培
养， 实现体育产业链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
合。目前，该校“订单式”培养比例已达到
40%左右。

5月17日，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与北京
中体健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佛山
中奥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一兆韦德

健身管理有限公司、 舒华 （中国） 有限
公司等7家公司签订了“订单式” 人才培
养协议。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院长谭焱良介绍，
学院组建了湖南体育职业教育集团， 按
照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的原
则， 推进体育高职人才订单培养模式，
优化人才培养途径， 提高学生素质和发
展能力， 促进学生就业。 自2008年起，

学院先后与特步中国有限公司、 湖南中
幼教育发展有限公司等合作开设了“特
步营销班”、 “虎童足球教师班” 等， 已
有3届学生毕业， 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
目前， 该校“订单式” 培养比例已经达
到40%左右。

谭焱良说： “通过深化校企合作， 学
校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无缝对接， 全校毕
业生就业率一直稳定在90%以上。”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产教融合“订单式”培养达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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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湾田集团 55比47�黄花机场
中冶长天集团 56比49�盛世通和
大爱驾控培训 62比54�武警支队
市政府办公厅 76比60�省教育厅
省发改委 63比55� �省移动机关
省委老干局 51比33�省委统战部
长沙电信 78比66� �省高速广信
省水利厅 76比52� �省出版集团
省教育厅 77比67� � 省公安厅

■湾田杯省直机关篮球赛21日战报

图为北京国安队球员在比赛结束后表情沮
丧。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