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篮协公布
女篮主教练选拔方案
姚明任选拔组组长

据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 中国篮协2日在其官方网站
公布了 《2017年中国女篮主教练选拔方案》， 标志着新一
届中国女篮主教练的选拔工作正式启动。 新任中国篮协主
席姚明将出任选拔组组长。

篮协表示： “为完成好2017年和2019年女篮亚锦赛、
2018年女篮世界杯、 2018年亚运会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等
各项国际大赛任务， 重新规划奥运会备战方案， 其中选拔
新一届中国女篮主教练是完成好这些工作的重中之重。”

本次女篮主教练选拔共有四个标准： 一、 身体健康；
有强烈的爱国热情、 事业心和责任心； 严格自律， 具有良
好的思想品德、 职业素质和业务能力； 能以身作则， 团结
协作； 二、 严格遵守国家及国际组织有关赛风赛纪和反兴
奋剂工作的要求与规定； 三、 具备以下高水平执教经历之
一者方可报名： （1） 在相应的省市一线队伍中或WCBA
职业俱乐部中担任主教练3年以上并且取得过全国比赛前3
名； （2） 曾经担任过国字号队伍主教练2年以上， 取得过
亚洲冠军或者世界前8名的成绩， 为国家队培养过多名优
秀运动员； 四、 获得中国篮协颁发的教练员岗位培训高级
班证书和继培班结业证书。

此次选拔将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采取公开竞
聘的方式进行选拔， 并成立国家女篮主教练选拔组和监督
组， 由选拔组负责选拔国家女篮主教练的所有具体工作、监
督组负责监督国家女篮主教练的选拔工作。最终将根据备战
奥运会的规律，与主教练签署3＋1年的聘用合同。

按照选拔工作进度表，2日至6日为国家女篮主教练报
名阶段；7日将进行国家女篮主教练竞聘候选人资格审核，
确定候选人并通知候选人做好竞聘前准备；9日将召开国家
女篮主教练公开竞聘报告会； 最终在10日至23日将确定国
家女篮主教练最终人选，上报体育总局并向社会进行公示。

2017年3月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王亮体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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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葡萄牙阿尔布费拉3月1日
电“铿锵玫瑰”没能在阿尔布费拉的明媚
阳光中绽放。第21次参加阿尔加夫杯国际
女足邀请赛的中国女足1日在与小组赛首
个对手荷兰队的较量中，进攻无法打开局
面的同时， 一次边路防守中的盯人不紧，
让中国女足吃到一场0比1的败仗。

中国和荷兰两支球队棋逢对手，现

世界排名第13位的中国队身前正是荷兰
队。 百余名华人从里斯本赶到现场加油
助威，赛场内多次响起《歌唱祖国》的歌
声，这为中国队的姑娘们增添了信心。

但在本届赛事首秀开场后， 中国队
球员表现得有些紧张，第12分钟，右路后
防线盯人不紧， 被荷兰队的扬森抓住机
会，一脚低射洞穿了赵丽娜的十指关。

赛后布鲁诺认为， 中国队在上半场
前25分钟踢得非常差， 下半场表现更加
出色，尤其刚开始阶段踢得不错，遗憾的
是在临门一脚的机会把握上还有所欠
缺。

根据赛程，中国队将于3日在圣安东
尼奥遭遇世界排名第8的瑞典队，荷兰队
则将与澳大利亚队过招。

阿尔加夫杯中国女足不敌荷兰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054 7 0 2
排列 5 17054 7 0 2 4 4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冬歇期投入世界第一
新赛季星味足

2月28日， 中超联赛冬歇期结束，
中超球队再次“买买买”， 引援总投入
位列世界各大联赛第一位。

据德国 《转会市场》 数据， 中超各
队总共投入3.9亿欧元， 约合人民币28.4
亿元， 刷新历史。 上赛季冬季转会窗口，
中超的投入约为人民币24亿元。 和去年
一样， 中超又成为全球冬季转会投入最
高的联赛。 排在投入榜第二名的是以

“不差钱” 著称的英超联赛， 其投入为2.6
亿欧元， 是中超的三分之二， 随后是法
甲和德甲。

单笔转会排行榜上， 中超自然也傲
视群雄， 揽入诸多一流球星。

上海上港队引入的前切尔西中场、
前巴西国脚奥斯卡， 转会费高达6000万
欧元， 荣膺今年冬歇期的世界足坛标
王， 转会费比第二名的德国现役国脚德
拉克斯勒高了2000万欧元。

在个人转会榜单中， 前10位中超占
到了4个。 除奥斯卡外， 还有长春亚泰
以2330万欧元引入的尼日利亚前锋伊哈

洛， 2044万欧元加盟河北华夏幸福的张
呈栋， 以及天津权健2000万欧元买来的
比利时国脚维特赛尔。 加上没有进入前
10的“野兽” 特维斯， 新赛季中超“星
光熠熠”， 看点也更多。

多支球队 “围剿” 恒大
新赛季悬念足

中超联赛持续投入， 又一次提升了

中超球队的实力， 正在进行的亚冠小组
赛中， 中超3强前两轮战绩为5胜1平，表
现强劲。同时，各球队实力更趋均衡，广
州恒大队一家独大的格局正在瓦解。

华夏幸福是今年冬歇期最“土豪”
的球队， 其冬窗7769万欧元 （约合人民
币5.6亿元） 的投入傲视中超。 华夏幸福
在内援的投入尤为惊人， 先后买下张呈
栋、 赵明剑、 任航、 赵宇豪以及尹鸿
博， 每人的转会费都达到或超过1000万
欧元。 升班马天津权健不甘落后， 在中
超俱乐部投入榜排名第二位， 投入高达
7249万欧元 ， 约合人民币 5.2亿元 。
2000万欧元引入比利时国脚维特赛尔，
1800万欧元买来巴西名将帕托。

阵容的补强， 毫无疑问让他们拥有
了挑战其他强队的资本和勇气。

与华夏幸福、 上海上港以及天津权
健等俱乐部截然不同，今年的冬歇期，广
州恒大队送出了11人， 仅引入一名韩国
外援金亨镒和两名内援， 投入仅列中超
第10，甚至连长春亚泰、河南建业这样的
平民球队投入都超过恒大。

前几个赛季， 广州恒大的主要对手还
是北京国安和山东鲁能， 这两年又增加了
上海上港和江苏苏宁， 如今又有华夏幸福
及天津权健的围追堵截， 中超的竞争水涨
船高，新赛季冠军的走向更扑朔迷离了。

� � � �3月3日，2017赛季中超联赛将拉开战幕。经历了又一个“买买买”的冬歇期，新赛季的中超星味足、悬念更足———

新赛季中超更好看

� � � � 2月25日， 2017年中国足协超级杯在重庆进行， 广州恒大队1比0击败江苏苏宁
队。 图为广州恒大队球员阿兰（右） 在比赛中传球。 新华社发

� � � � 图为中国女足球员杨丽 （左） 在比
赛中拼抢。 新华社发

荨荨（紧接1版①） 安化县也是革命老区县和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2016年底全县尚有贫困人口8.3万人。

此次人才引进工程， 分领军型人才、 高技能高学历人
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基础性人才四大类。领导军型人才
采取柔性引进和团队引进等方式，设立首席专家、顾问，特
聘工程师等岗位，重点引进金融证券投资、文化产业、中医
药产业开发等领域有突出业绩， 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或团
队； 高技能高学历人才重点针对现代农业、 茶旅一体等领
域，引进全县发展所急需的人才或团队。

“这次大规模引进人才，是为了更好更快地促进安化经
济发展。”安化县委书记熊哲文告诉记者。据悉，除领军型人
才首次聘用期内将按年薪50至100万元进行计酬外，博士研
究生或副高以上职称专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重点院校本
科生将分别按年薪30万元、20万元、10万元进行计酬， 并根
据工作业绩进行奖励，同时享受生活补贴、住房补贴、家属
随迁随调等优惠政策。

荨荨（上接1版②）

补齐民生短板，减少贫困
人口125万

“要一手抓结构性改革， 一手抓补
齐民生短板。” 习近平总书记的民生情
怀， 令与会代表们倍感温暖。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 省委、
省政府带着感情与责任抓实民生改善，
坚决守住民生底线。 扶贫、 住房、 就
业、 医疗、 教育……桩桩件件， 关乎民
生的普惠政策密集出台。

脱贫攻坚是第一民生工程。 以花垣
县十八洞村为代表， 湖南大力推进“精
准扶贫、 精准脱贫”。

在麻阳苗族自治县谭家寨乡楠木桥
村生态园， 谭天池既是生态园的打工
者， 还是股东之一。 每人5万元的小额
信贷， 成了他和村里贫困户入股的资金
来源， 也为他们铺就了脱贫路。

繁华都市深圳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相隔千里， 却通过劳务协作架起

“连心桥”。 至今， 自治州通过劳务协
作， 逾20万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奔脱
贫。

在新宁县崀山镇崀笏村， 政府帮助
全村57户贫困户， 通过土地流转， 开发
花海旅游， 成为“旅游+扶贫” 的样板。

过去一年， 湖南精准发力“拔穷
根”、 “挪穷窝”。 包括十八洞村在内

的1053个贫困村脱贫出列， 武陵源区和
洪江区2个省级贫困县区率先脱贫摘帽；
全省减少贫困人口125万。

省委、 省政府以16项重点民生实事
项目为抓手， 带动各项民生指标全面完
成。

从原来的废旧危房， 到现在修缮后
成为乡村一景的“许家老屋”， 宁乡县
夏铎铺镇天马新村村民许建华逢人便说
“政策好”。 去年， 湖南共完成农村危房
改造26万户， 完成棚户区改造47.9万
套， 排全国第2位。

就业是民生之本。 湖南以政策拉动
就业， 以创业带动就业， 以服务保障就
业； 实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
促进计划” 和“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
去年城镇新增就业77.36万人。

聚焦就医热点。 深化公立医院改
革， 全省县级公立医院已全部实行药品
零差率销售； 继长沙试点后， 全省推广
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老百姓看病
报销已不分“城乡”。

着力关切就学。 全省出台乡村教师
支持计划， 逐步建立“越往基层、 越是
艰苦， 地位待遇越高” 的激励机制。

湘江保护与治理进入第2个“三年
行动计划”， 洞庭湖铺开水环境治理，
10座大型水库“退养”， 越变越好的生
态环境正在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过去一年， 省财政涉及民生的支出

占比超过7成， 改革发展成果更多、 更
公平地惠及湖湘百姓。

三个“百千万”，加速农业
现代化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农业十分关
心， 用亲切的话语鼓励我们加油干。”
来自全省农业战线的全国人大代表杨莉
回忆当时情景，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

湖南省委、 省政府以三个“百千
万” 工程为抓手， 重点扶持“百企千社
万户”、 “百片千园万名”、 “百城千镇
万村”， 推进农业现代化。

解决“谁来种田” 的难题， 湖南实
施“百企千社万户”， 培育新型经营主
体。

农村土地确权颁证， 让农民放心流
转土地， 种粮大户、 农民合作社兴起。
省政府整合支农资金， 重点扶持100家
龙头企业、 1000个现代农机合作社、
10000户家庭农场， 担当现代农业发展
的中坚力量。

“比起过去， 如今种田‘鸟枪换
炮’。” 湘潭县种粮大户胡孝成领头成立
农机合作社， 在“百千万” 工程扶持
下， 购置各类农机上百台套， 轻松种田
上千亩。

省市财政筹集3亿元专项资金， 扶

持农机合作社。 目前， 全省农机合作社
总数已达3100家， 全省水稻综合机械化
水平提升至70%。 湖南粮食集团、 唐人
神、 湘茶集团等龙头企业， 扩充改进设
备、 创办基地， 致力做大做强。

破解科技入田难题， “百片千园万
名” 工程通过建设100个农业结构调整
示范片， 创建10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
选派10000名农业科技人员下乡， 打通
科技入田“最后一公里”。

稳粮食、 优经作、 提养殖， 省里重
点扶持100个示范片， 引领新一轮农业
结构调整。 以综合产业园、 特色产业园
为主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正加紧创建。
省里从农林科研院校和推广机构遴选科
技人员， 组成服务团， 与70个县 （市
区） 对接，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进
步对农业发展贡献率已达到60%。

农业现代化， 最终要实现“农业
强、 农民富、 农村美”。 湖南实施“百
城千镇万村” 工程， 以100个县级以上
城市为主中心， 以1000个乡镇为次中
心， 带动周边10000个村， 改善人居环
境， 建设美丽乡村。

过去一年， 湖南新农村建设投入逾
100亿元， 打造了望城区光明村、 湘乡
市张江村、 长沙县惠农村等800多个美
丽乡村示范村。 这些示范村“产业强、
颜值高、 气质新”， 被赞誉为“远看是
公园， 近看是花园， 生活其中是乐园”。

“三个着力”的精彩答卷

北京女篮卫冕WCBA冠军
据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 又是一场大胜！ 在2日晚以96

比 77再度主 场 获 胜 后 ， 北 京 女 篮 在 五 战 三 胜 制 的
2016-2017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 （WCBA） 总决赛中以3
比0横扫八一队， 继上赛季夺冠后成功卫冕。 队中外援福
尔斯获得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MVP） 称号。

新当选的中国篮协主席姚明为北京女篮的姑娘们颁发
了冠军奖牌， 外援福尔斯接过了本次总决赛的MVP奖杯。
北京全队随后绕场一周， 向仍然留在场内欢呼的观众们致
意。

福尔斯本场17投14中， 拿下了全场最高的35分和12个
篮板， 邵婷贡献17分和8个篮板， 高颂砍下15分。 孙梦昕
20分领衔八一队， 孙梦然与王雪朦各自贡献了16分。 八一
队全场失误高达17次， 北京队则只有8次。

在之后的庆祝仪式上，邵婷站在球场中央向全场观众宣
告：“我觉得这座冠军是属于北京这座城市的，感谢每一位球
迷对我们的热爱与支持，也感谢站在我们身后的每一位家人
和工作人员，明年我们再见，见证我们的三连冠！”

3比0横扫八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