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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建球场打出“组合拳”

专项行动明确，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
央预算内投资，在全国范围内筛选若干示范
城市 （县级及以上城市），对新建 11 人制标
准足球场，每个球场补助200万元；对新建5
人制、7人制 （8人制） 足球场，每个球场补
助不超过 100 万元。同时，鼓励各地通过财
政资金、体育彩票公益金、开发性金融等多
种资金渠道对足球场建设予以配套补助。

“要想找地方建球场难度很大，不管前期

建设还是后期维护的成本都挺高。”有关体育场
馆建设和运营公司负责人表示，手续繁琐、成本
偏高是阻碍社会资本投建足球场的重要原因。

为了吸引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降低企业
建设运营成本是关键。据介绍，本次专项行
动打出“一补两包一融”组合拳。“一补”即
上述中央预算内的投资补助，发挥“四两拨
千斤”的作用；“两包”是政府的政策包和企
业的服务包，通过支持政策清单，推出政策
组合拳；“一融”是组合融资支持。

据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社会足
球场地设施的供给主体和支持对象是市场主

体，不分内资、外资，国有、民营，营利、
非营利，都要一视同仁、都可以平等参与。
该举措重在解决社会足球场地设施供给不
足、布局不优、效益不好等问题，将明显提
升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数量、场地利用率及
运营主体可持续发展能力。

“足球城”有望最先受益

有专家指出，目前我国社会足球场地总
量偏少，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开展足球运动的
需要。社会需求快速增长和足球场地建设供

给不足的矛盾，是相关部门加大力度支持社
会足球场地建设的重要原因。

建在哪里的足球场能够获得支持？据介
绍，专项行动以群众健身、足球普及为导
向，以群众身边的足球场地为重点，优先考
虑在距离居住人群较近、覆盖人口较多、足
球场地设施需求大的位置布局建设，极大方
便城乡居民就近参与足球运动。

哪些城市有资格获得球场建设补助？据
了解，专项行动将针对所有对足球场地建设
有较大需求、足球运动基础较好、发展足球
产业积极性较高的城市。同时，专项行动将
坚持“优中选优”，优先考虑具有足球文化积
淀、足球氛围浓厚、足球产业蓬勃发展、对
足球场地建设有较大需求的城市。

冲刺“7万块”球场目标

足球场地设施是发展足球运动的物质基
础和必要条件，有了场地，足球运动才能有
效开展。但目前，中国足球场地设施还存在
明显短板，突出表现在场地的供给不足，布
局不合理，利用率普遍不高，场地的可持续
发展能力还不够强等方面。

2016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曾提出目标，
到 2020 年，全国足球场地数量要超过 7 万
块，平均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达到 0.5 块以

上，有条件的地区达到0.7块以上。如今，距
离2020年的时间点越来越近，新建场地目标
的实现却并不乐观。

例如，广西体育局日前公布的状况显
示，按照规划，到2020年，广西要建成1100
块足球场地。但截至目前，仅建设 272 块场
地，完成了目标的1/4左右。

相较而言，在地方资金和社会资金较为
充足和活跃的城市，足球场地的建设更快一
些。北京市日前提出，到2020年全市足球场地
数量达到 1610 块，平均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
达 0.7块以上，全市经常参加足球运动人数超
100万；江苏省南京市在其足球场地设施建设
实施方案中提出，到2020年底，将新增足球场
地228块以上。其中，普通中小学应至少建有1
块 5 人制及以上的足球场地，每个居住社区

（新市镇）原则上应建有1块足球场地。
值得一提的是，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的

足球场地经验颇具前瞻性和代表性。早在
2010 年，城阳区便开始兴建足球场地。从
2010年到2014年，该区兴建了37个配备7人
制或11人制足球场的体育文化公园。随后又
继续利用对滩涂、高压保护区土地的开发修
建足球场。数据显示，目前整个城阳区共计
建成122片足球场，平均每万人拥有2.6块球
场，已经可以比肩德国、意大利等足球发达
国家的水准。

百万补贴建球场 助力“足球自由”
本报记者 刘 峣

每到周末，30岁的李琦都会约上球友，来到位于北京市甘露园中里
社区的笼式足球场踢上几个小时。“以前这里是个垃圾场，到了夏天老
远就能闻到味道。前几年进行了改造，成了闹中取静的运动场。”李琦
说，虽然这个球场比较“隐蔽”，但前来踢球的足球爱好者却不少。每
到周末，想约到场地并不容易。

想踢球，却找不到合适的场地，这样的“供需不平衡”不仅出现在
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随时随地踢球的“足球自由”，成了不少球迷眼中
的“奢侈品”。随着我国足球人口快速增长，社会足球文化初具氛围，
但足球场地设施还存在明显短板，和足球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差距。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体育总局、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
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等部门共同制定并印发了《全国社会足球场地设施
建设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以下简称“专项行动”），对在全国范围内
筛选出的若干示范城市新建社会足球场予以补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在林丹身上，似乎没有什么不可能。
2019 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瑞士巴塞尔举

行，作为东京奥运会前规格最高的赛事，国羽尽
遣主力出征。而由于石宇奇的伤退，老将林丹和
谌龙肩上的责任又重了不少。

2003 年，20 岁的林丹首次亮相羽球世锦
赛。如今，这已是林丹第 12 次参加世界锦标
赛，距他第一次参赛已经过去了16年，离他第
一次夺冠已有13年。再过两个月，林丹就年满
36岁，但他不愿透露这是不是最后一次参加该
赛事。

“我其实也不想卖什么关子，但我自己其
实也不知道，只希望一场一场地打。”林丹说。

东京奥运渐近，林丹还想为奥运拼一把。
日前在接受世界羽联专访时他表示，将继续努
力争取第5次征战奥运会，在2020年东京奥运
会最后一次争夺奥运荣耀。

对林丹来说，现在的目标是获得足够的积

分，世锦赛便是重要一战。他坦言，压力很大。
“压力肯定有，即使已经打了这么多年的

世锦赛，拿了很多冠军，但既然想直通东京
奥运会，那就要很多积分，要和同伴竞争。
当然不仅我有压力，其他人也有，因此，主
要还是要保持好的心态，打好每场比赛。”林
丹说。

根据规定，每个国家只有排名前 16 的两
名男单能获得两个参赛名额。目前世界排名
第 17 位的林丹，必须同两位“伙伴”争夺东
京奥运会的入场券——世界排名第 3 的石宇
奇和世界排名第 5 的谌龙。因此，能够提供
高额奥运会积分的世锦赛，便是林丹圆梦东
京奥运的关键。

在世锦赛的历史上，还没有人能够像林
丹一样留下五次夺冠的骄人纪录。从 2006 年
至 2013 年，横跨北京和伦敦奥运的两个周期
也成为了属于林丹的“黄金时代”。去年，林

丹负于石宇奇，无缘世锦赛 8 强。在这个属
于石宇奇、桃田贤斗等球员的全新时代，林
丹的光芒正在逐渐黯淡，但他的意志和坚持
却一如既往。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年龄增长，如今的林
丹整体实力出现下滑。从去年开始，他的状态
有点糟糕，曾出现 9 次“一轮游”。进入 2019
年，林丹的成绩也是起起伏伏，虽然曾在马来
西亚公开赛上夺得冠军，但更多地却是在级别
不同的公开赛中早早输给世界二流选手。特别
是世锦赛之前的三站公开赛，一站“一轮
游”，两站止步第二轮，“超级丹”的状态令人
担忧。

因此，第十二次参加世锦赛的林丹心态已
经十分平和，他说早已不会给自己设限，只是
想看看“自己在大赛中竞技状态能够发挥多
好”。或许，他也想证明，在如今的世界羽
坛，林丹依旧能够站上巅峰。

林丹：

我想看看
自己能有多好

立 风

钻石联赛伯明翰站谢震业百米第八

亚足联：埃尔克森入选中国男足大名单

据新华社电（赵雪湄） 国际田联
钻石联赛伯明翰站的比赛近日在亚历
山大体育场举行，中国选手谢震业在
百米比赛中获得第八，苏炳添在预赛
中被淘汰。

男子跳高比赛中，王宇以2米23
的成绩获得第三，为自己的 28 岁生
日赢得了一份很有意义的礼物。谢文
骏在男子 110 米栏比赛中跑出 13 秒
43，同样获得铜牌。

决赛中，谢震业以 10 秒 17 获得
第八名，冠军被牙买加名将布雷克获

得，成绩是 10 秒 07，英国选手吉米
利以相同的成绩获得亚军。

1 个月前在伦敦站比赛中，谢震
业以19秒88获得男子200米冠军，并
刷新了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他对当
天的成绩很不满意：“我参加这场比赛
是想锻炼一下训练中的节奏把控，成
绩不算很好，主要是来找一下感觉。”

他还说：“今天跑得还是存在问
题，需要更进一步改进。相比200米
来说，我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有些稳不
住前程，被带入他们的节奏。”

本报电 （立风） 亚足联 19 日在
其官网发表文章称，广州恒大前锋埃
尔克森已进入中国男足备战 2022 年
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40 强赛
的大名单。

亚足联表示：“这名巴西出生的
前锋将成为中国队第一名没有中国血
缘的入籍球员。现年 30 岁的埃尔克
森此前从未代表巴西男足成年队出
场。从 2013 年起，埃尔克森就一直
在中国踢球。”

“埃尔克森是继北京国安球员李

可之后，中国队引入的又一名入籍球
员。李可在今年 6月 7日中国队对阵
菲律宾队的比赛中首次代表中国队出
战。”亚足联官网称。

自 2013 年来到中国后，埃尔克
森先后随广州恒大、上海上港夺得中
超冠军，并在 2013 年和 2015 年帮助
广州恒大两获亚冠联赛冠军。

中国队将在 9 月 10 日迎来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40 强
赛的首场比赛，里皮将率队赴客场挑
战马尔代夫队。

8 月 19 日，在韩国首尔举行的第 20 届亚洲女
排锦标赛D组比赛中，中国队以3比0战胜印度尼
西亚队，两战两胜率先晋级8强。图为中国队球员
在比赛中拦网。 李相浩摄 （新华社发）

中国女排
亚锦赛出线

图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青年体育公园。 蒋晓东摄 （人民视觉）

▶ 林丹在比赛后庆祝胜利。
新华社记者 李俊东摄

▶ 林丹在比赛后庆祝胜利。
新华社记者 李俊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