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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岸观火NBA

“沈阳科技金融创新联盟”启动
仪式暨“微贷助力 微企畅行”——
2018 科技金融产品推介会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在辽宁报刊传媒集团成功
举办。本次大会得到了沈阳市科技
局的高度重视，得到了全市银行、保
险、担保、投资、知识产权服务公司
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全市科技型企
业的广泛关注，是一次高标准、大规
模、深层次的科技金融盛会，对沈阳
市科技金融服务的快速发展，营商
环境的改善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
影响。大会由沈阳市科技局主办，
辽宁优点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承办，
分为联盟主会场和推介会分会场，
两大会场同时进行，打造科技金融
创新科企连接新模式。

科技金融创新联盟启动
联盟主会场点亮新时代

为创新创业搭建新平台，并共
同支持科技企业、新兴产业发展，辽
宁优点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沈阳

科技金融试点银行、骨干金融单位，
以及第三方服务机构，联合成立“沈
阳科技金融创新联盟”（以下简称

“联盟”）。联盟将在沈阳市科技局
指导下，以辽宁优点赚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为依托成立秘书长单位，作为
联盟协调及服务机构。

联盟致力于在金融行业、科技
企业之间建立有效运行的科技金融
新机制，积极推进沈阳市科技和金
融结合试点工作，推动沈阳市科技
企业成长和金融产业健康可持续发
展，切实打造并建设沈阳市国际化
营商环境。

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担保公
司、创新企业等 20 多家单位代表参
加此次科技金融创新联盟启动仪
式。沈阳科技金融创新联盟秘书长
单位辽宁优点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主持启动仪式，沈阳市科技局围绕

“培育壮大新动能，激发创新驱动内
生动力”，介绍了下一步科技创新重
点工作部署和相关政策措施，鼓励
各金融机构能够更加关注沈阳的科

技创新，根据科技型企业的实际需
求，创新产品和服务，不断提升服务
质量和业务水平。

会上，沈阳市科技局相关领导致
辞；沈阳市科技局科技金融工作相关负
责人宣布联盟理事长单位、副理事长单
位及秘书长单位名单；沈阳市科技局相
关领导及负责人为选举产生的联盟理
事长单位、副理事长单位和秘书长单位
授牌。辽宁优点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作为联盟秘书长单位宣读联盟章程讨
论稿，联盟各成员单位讨论通过了联盟
章程，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商行、中
国人民保险公司、科技担保公司等单位
和企业代表纷纷建言献策，对联盟助力
沈阳科技创新发展问题提出了意见和
建议。随后，沈阳市科技局科技金融工
作相关负责人介绍沈阳市第二批科技
金融试点单位征集情况。而最后的启
动仪式则把大会推向最高潮，沈阳市科
技局相关领导及负责人与联盟理事长
单位、副理事长单位、秘书长单位代表
共同按下启动球，宣布“沈阳科技金融
创新联盟”成立。

沈阳科技金融创新联盟
联盟理事长单位：

中国工商银行沈阳分行

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部

联盟副理事长单位：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市分行

沈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市科技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人保财险沈阳自贸区中心支公司

联盟秘书长单位：

辽宁优点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12.7

最强科技金融产品展示
推介分会场火力全开

就在距离联盟主会场不到 50 米
的 分 会 场 ，“ 微 贷 助 力 微 企 畅
行”——2018科技金融产品推介会也
在同步进行，科技金融业务产品对接

如火如荼地展开。推介会上来自 20
家金融机构的超过 60 个科技金融产
品形成最强展示，有超过80家企业参
会，会场气氛热烈，金融机构和企业
开启了无障碍零时差的“畅聊”模式，
辽宁优点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独家
打造的“金融超市”概念实现落地。

打造科创新时代
开启城市经济创新模式

2018年9月10日，沈阳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沈阳市加快
推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工作方案
的通知》。《通知》要求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市
委、市政府建设东北亚科技创新中心
的总体部署，加快推进国家科技金融
试点城市建设，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在《通知》的指导下，“沈阳科技
金融创新联盟”启动仪式暨“微贷助
力 微企畅行”——2018 科技金融产

品推介会，力求通过联盟的成立促进
联盟成员共同收益、共同发展，共同
树立“沈阳科技金融创新联盟”科技
金融品牌效应，开拓资源共享、创新
发展的新局面。同时为金融机构和
企业搭建更加高效、更多元的服务平
台，努力获得金融机构和企业双赢效
果；助力开启科技创新全新的时代，
最终推动形成创新型城市经济模式。

沈阳科技金融创新联盟成立 开启未来城市经济新时代

www.lnxwfww.com
助力小微 越来越好

权威发声 FASHENG

“互信双赢，共谋发展！携手共进，

为金融和企业搭建更好的服务平台。”

——马忠胜，沈阳市科技局副局长

“破除合作壁垒，建立创新机

制，推动互联网科技金融服务创新。”

——丛树正，中国工商银行
沈阳分行副行长

他们在NBA征战了16年，当了4年队
友，拿了2个冠军，前30次交手，以15平15
负和平握手，属于詹姆斯和韦德的这段故
事，在 12月 11日的一场普通 NBA 常规赛
中被加热，以胜负为衡量尺度的比赛，蕴
含了一些脉脉温情。由于韦德表态这个
赛季将是他退役前的“最后一舞”，本赛季
两队第一次交手的时候韦德缺阵，所以这
场比赛才如此引人关注，被冠以詹韦的最
后一战。

比赛最后以湖人队 108∶105 险胜告
终。此役韦德上半场手感冰冷，温斯洛、琼
斯等替补球员抢戏，热火半场领先了湖人
3 分。易边再战韦德找回感觉单节得到 8
分，但湖人凭借库兹马的砍分和詹姆斯的
串联实现反超。末节决战詹姆斯连传带投
拿下 11分，帮助湖人拿到了 3分的领先优
势，关键时刻韦德空位三分不中，热火无缘
反超。本场比赛，詹姆斯出场 38 分钟，得
到 28分 9篮板 12助攻；韦德出场 32分钟，
得到15分5篮板10助攻。

谈到彼此总能互相激励做到最好，詹
姆斯说：“我们就是这样。人们对此有不同
的解读方式，我们是兄弟，也是对手。我们
会关注彼此，推动彼此进步。我们先是认
识了7年，然后做了4年队友。而当我们再
次成为对手，我们更大程度上推动了彼此
进步。我们之间对决的结果竟然是恰好平
分秋色。这太神奇了，简直像是编的故
事。在好莱坞有很多出色的作家，但连他
们都编不出这种故事。”

确实，这场詹姆斯和韦德的对决能打
得这样精彩，要给所有球员点赞，双方打得
有来有回，战斗到了最后球权时，以致末节
的几次攻防，都是詹韦直接对位，看的那叫
一个血脉偾张！詹姆斯本场比赛还达成了
连续 900 场常规赛得分上双的纪录，他的
破纪录之旅还在继续，但37岁的韦德即将
隐退，“詹韦对决”将成为过去时。

冷酷比赛中的温情
本报记者 黄 岩

之前是耿文强在平昌冬奥会上
的突破，之后是张培萌转项带来的
热度，现在是耿文强和闫文港先后
在北美杯惠斯勒站和欧洲杯第五站
比赛上收获冠军。钢架雪车，这个

“冷门”的冬奥会冰雪项目越来越为
人所知，甚至开始成为中国冰雪运
动备战 2022 年冬奥会的一个潜在
优势项目。欧洲杯的比赛级别更
高，难度更大，之前一直都是欧洲选
手的天下，这是中国男子钢架雪车
项目首次在欧洲赛事中登上最高领
奖台，同时也是中国钢架雪车历史
上获得的第一枚欧洲杯金牌，对提
升队伍信心意义极大。

前面提到的这几名运动员，都
是田径项目出身。跨项选材，是这

个项目的特点之一。据了解，中国
国家钢架雪车集训队现在由比赛
组、发展组和青年组构成，既有能在
世界杯、洲际杯比赛中积累经验、提
升实力的尖子选手，也有为项目长
期发展所积累储备的年轻队员，张
培萌目前就在发展组中训练和比
赛，水平提升很快。

著名冰雪运动专家王石安教授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必须要从
正面角度思考跨项选材的问题，这
应该成为我们快速发展冰雪运动的
一个大政方针。从平昌冬奥会到现
在，钢架雪车项目从取得名次到站
上领奖台，跨项选材在填补弱势项
目空白方面初见成效，这些跨项而
来的运动员，不但拥有良好的身体

条件，还能通过此前的关注度，有效
提升大众对该项目的关注和认知，
扩大项目的群众基础。”

按照备战北京冬奥会的规划，
中国冰雪项目2018年为“扩面”，形
成各有重点、各有特色、冰上雪上全
面发展的新格局。2019 年为“固
点”，即优中选优，初步固定国家队
组成人员，基本明确重点运动员，并
在国际高水平赛事中展示一定竞争
实力。2020年为“精兵”，形成尖子
群 体 ，最 大 限 度 取 得 奥 运 积 分。
2021年为“冲刺”，拟定各项目倒计
时参赛计划，模拟实战演练，使竞技
水平和运动成绩再上新台阶，同时
取得全项目参赛资格。现在看来，
以钢架雪车为首的一些项目，已经

提前实现了“点”的突破，既是意外
之喜，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对跨项选材比较了解的王葆衡
教练说：“为保证北京冬奥会全面参
赛，近年来我国重新组建或加强高
山滑雪、跳台滑雪、冬季两项、雪车、
钢架雪车等项目的国家队建设，大
规模跨界跨项选材，通过多种方式
提高运动竞技水平，补齐运动员参
赛经验和短板。国家对冰雪项目投
入力度很大。现在运动员的生活条
件、训练条件和后勤保障都达到了
世界顶级标准。”

要知道，钢架雪车在2015年之
前，国内是一片空白。2015 年 9
月，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
心组织了中国钢架雪车国家队选

拔，才意味着钢架雪车项目在国内
诞生。但中国钢架雪车从开展之
始，就走在了一条正确探索的路
上。国内教练和外教搭班，让跨项而
来的新人们迅速产生“化学变化”，
然后更多地在项目优势国家训练和
比赛，今年夏天，钢架雪车国家队
还把辽宁选为夏训基地，队员们练
体能重储备，为赛季到来进行了很
高的储备。

值得一提的是，钢架雪车，它的
英文名skeleton，就是骨架骨骼的意
思，它和冬奥会比赛项目“雪橇”类
似，只不过器械略有区别，运动员姿
势不同，在钢架雪车比赛中，运动员
是头在前趴在橇体上，没有车也不
是雪上比赛，不要引起误解。

钢架雪车 中国冰雪项目这个突破口选得好
本报记者 黄 岩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12月11日，
第14届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在中国杭州鸣
枪开战。首日比赛，在男子200米混合泳中，
中国选手汪顺以1分51秒01获得冠军，同时
打破全国纪录，这是中国队在本届赛事上的
首金。

在男子 200 米蝶泳决赛中，日本选手
濑户大也以1分48秒24获得冠军，打破南
非选手勒克洛斯保持的 1 分 48 秒 56 的原
世界纪录，这是本届赛事诞生的第一个新
世界纪录。中国选手李朱濠奋力拼搏，以
1分50秒39的出色成绩获得第三，并且打
破他自己保持的全国纪录。

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目前与世界游
泳锦标赛、奥运会游泳赛并称为国际泳
坛三大赛。所谓短池，是指比赛在 25 米
长的泳道进行，泳道长度比标准池短了
25 米。和标准池相比，短池比赛的最大
特点是转身多，对转身技术和出发技术
的细节要求高于 50 米奥运泳道。与长池
相比，短池对运动员在游行过程中的体
力分配要求更高。本次比赛，是中国选
手孙杨第一次参加短池世锦赛，之所以
选择尝试短池比赛，27 岁的孙杨目标就
是为了延长自己的运动寿命。事实上，
从去年开始，孙杨团队就开始为他改变
出发和转身技术，这次比赛是一个很好
的“以赛代练”的机会。

来自辽宁的王简嘉禾本次将出战女子
200米、400米和800米自由泳三个项目。今
年她创造的400米自由泳3分53秒97的世
界纪录将世界第二的成绩远远甩开近5秒。
在800米自由泳项目上，她7分59秒44的成
绩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10秒。由于美国名
将莱德基不参加短池世锦赛，王简嘉禾在
400米自由泳和800米自由泳这两个项目上
夺金悬念不大。

世界短池游泳
锦标赛昨日开战

49∶34，这是11日辽宁男篮与深
圳队比赛中双方的篮板球数对比，这
个数据可以最直观地看出两支球队
在内线的差距。正如赛前人们预料
的那样，当辽宁男篮在内线实现了全
面压制，赢球也就水到渠成。

由于萨林杰受伤，深圳队本场
比赛只能采用拜克斯和伯顿的双
小外援组合。实际上，对辽篮来
说，深圳队威胁最大的球员，恰恰
就是大外援萨林杰。双小外援的
配置虽然听起来不错，但因为拜克
斯和伯顿位置重叠，在双外援阶段
既没有打出“1+1>2”的效果，等到
第四节也无法带来任何战术层面
的变化，两人的轮流登场更像是换
换手气。再加上顾全因伤缺阵，此
役深圳队的外线没有打出人们期
待的水准。

相比而言，深圳队的内线球
员表现不俗，李慕豪得到 13 分、
11 个篮板，沈梓捷贡献 18 分、9 个
篮板，内线“双子星”本场已经做
得足够好。但很可惜，辽宁男篮

的内线更加出色，韩德君、巴斯和
李晓旭全部交出了两双的数据：
韩德君 26 分、11 个篮板，巴斯 16
分、10 个篮板，李晓旭 11 分、10 个
篮板。辽篮这三名内线球员抢下
的篮板球数，与深圳全队的篮板
球数相差无几。

其实，此役辽宁男篮开局阶
段的外线手感并不理想，但球队
的战术思想非常明确，就是给韩
德君和巴斯制造内线单打的机
会，在篮下造杀伤。这样，深圳队
的防守阵型被压迫得越来越扁，
辽篮的外线球员也就获得了相对
更多的机会。哈德森能在第三节
飙出 27 分，与辽篮内线的牵制作
用是分不开的。

反观深圳队，内线挤不进去，
只能飘在外线投篮，一旦命中率下
降，篮板球就会被辽篮收下。辽篮
的胜利，固然是因为哈德森爆发，
但是如果辽篮没有在内线实现全
面压制，哈德森想要扮演英雄的角
色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

打出内线优势

单节 27分，全场 47分，12月 11
日，凭借哈德森大神级的表现，上半
场落后的辽宁男篮后来居上，在客
场以120∶99击败深圳队，将连胜纪
录扩大至7场。

比赛开始后，辽宁男篮进入状
态较快，打出9∶0开局，但深圳队稳
住阵脚之后，首节反以 26∶24 领
先。第二节，辽篮防守端不够专注，
半场比分为 51∶58。第三节，辽篮

大举反攻，单节打出 43∶20 的攻击
波，带着 94∶78 的比分进入最后一
节。第四节，分差始终在 20 分上
下，深圳队无心恋战，辽篮随后也派
出全华班，比分锁定为120∶99。

在对方排出双小外援配置的情
况下，辽宁男篮的主攻点理所当然
地放在了内线。但谁也没有想到，
以一己之力改变整场比赛局势的，
是哈德森。比赛的第三节，此前只

得到12分的哈德森突然爆发，无论
深圳队怎样防守，都无法阻挡他得
分。单节比赛，哈德森两分球6投6
中，三分球 7 投 5 中，狂砍 27 分，比
深圳队全队得分还要多出7分。目
睹老哈一次次将球投进篮筐，主场
球迷变得越来越安静。在老哈的率
领下，辽篮在第三节就打出了“一波
流”，基本提前锁定胜局。

实际上，全场比赛哈德森的进

攻效率也非常惊人，他两分球13投
12中，三分球12投7中，罚球2罚全
中，砍下赛季最高的 47 分，两分球
命中率也创造了职业生涯新高。所
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方两
名小外援伯顿和拜克斯一共只得到
39分，这就可以看出这个夜晚的老
哈有多么神奇。

在交出47分的数据之后，哈德
森距离万分大关又迈进了一步。本

赛季常规赛18轮战罢，哈德森CBA
历史总得分已经达到9663分，如无
意外，在常规赛阶段成为CBA历史
上第一个得分破万的外援，已经毫
无悬念。这两个赛季，人们对哈德
森议论最多的就是他的年龄，大家
都很担心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竞技
水平会下降。通过这场比赛，哈德
森证明了他没有老，他还只是一个
34岁的“小将”。

单节27分 谁说哈德森老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韩德君已
经成为辽宁男篮的重点保护对
象，出场时间受到严格限制，比赛
中也很少作为最主要的攻击点。
本场比赛，面对没有大外援的深
圳队，韩德君终于在进攻端尽情
释放，半场就砍下 20 分。全场比
赛，韩德君砍下 26分，创造了赛季
新高。

加盟辽宁男篮以来，韩德君以

其优异的身体条件和篮球智商，很
快成为辽篮内线的支柱，起到了相
当于一名大外援的作用。不过，韩
德君毕竟已经 31 岁，而且频繁的
内线搏杀非常消耗体能，这让教练
组不得不对他采用“节约”使用的
方式。本赛季，除了揭幕战对山东
队得到 23 分，韩德君的得分数据
都显得不温不火。不过，由于本场
比赛深圳队采用的是双小外援配

置，辽宁男篮的主攻点必须放在内
线。而在巴斯开场进入状态较慢
的情况下，韩德君承担起了更多的
进攻责任，14 投 10 中的命中率也
非常高效。通过这场比赛不难看
出，虽然常规赛多少有点收着打，
但韩德君仍然是辽篮一个重要的
攻击点。

本栏稿件均由本报记者李翔
采写

韩德君得分创赛季新高在国家队比赛窗口期之后的
三场比赛中，辽宁男篮全部以 20
分以上的分差获胜，显示出了良好
的竞技状态。如今，辽篮已经获得
7连胜，在整个联盟中风头仅次于
广东队和北京队。

但是，也应该看到，在辽篮这
波7连胜的对手里，并没有传统强
队。本场之所以能大比分获胜，某
种程度上也是得益于萨林杰和顾
全这两名深圳队重要球员的缺
席。辽篮不能因为获得 7 连胜就
沾沾自喜，毕竟目前积分榜上前两

名的球队还都没有遇到。下一轮，
辽篮的对手将是浙江广厦队，在经
历了本场与深圳队的激战之后，辽
篮能否以最好的状态投入下一场
比赛还是未知数。更何况，21 日
辽宁男篮就将迎来领头羊广东
队。就在辽篮本轮赢球的同时，广
东队也在赵睿禁赛的情况下主场
以124∶106轻取南京同曦队，取得
开局18连胜。和拥有雄厚底蕴而
且本赛季状态火热的“八冠王”比
起来，辽篮确实没有任何值得骄傲
的资本。

下一轮将战广厦队

本场比赛，韩德君（持球者）砍下26分，创造赛季新高。 新华社供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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