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2月20日 星期三

编辑：戴 立 视觉设计：张 宁 校对：牛凤宇体育新闻
TIYUXINWEN

12

开年沈阳首场科企讲座引发关注
150家会员企业现场聆听专家权威解读

新年首场科企讲座
座无虚席

科技创新政策热点聚焦讲座由
沈阳市高新技术企业协会主办，助微
网承办，沈阳市科学技术局全程指

导。沈阳市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力邀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相关领导和沈阳
市科技局有关专家，为企业带来一场

“干货”满屏的开年爆款讲座。参会
人数达到 200人，其中高新技术企业
单位 150家，沈阳市高新技术企业协
会会员单位接近 120家，是沈阳市高
新技术企业协会 2019年开年为会员
提供的首场福利。讲座现场座无虚
席，讲座席位爆满；与会企业人员屏
气凝神，拍照、做笔记，现场记录，不
愿错过任何一个信息点。

信息量巨大
堪称全国巡讲级别

讲座主题为：科技创新政策热点
聚焦，分别从科技创新政策、人才扶
持政策及 2019年辽宁省科技计划重
点支持方向及领域，为企业提供具有
时效性、指导性的专题培训。讲座信
息量巨大，到场企业代表认为堪称

“全国巡讲级别”。省科技厅专家领
导做了高品质超大容量科技创新政
策权威解读，政策解读内容涉及支持
企业科技创新相关政策、辽宁省人才
扶持政策，以及 2019 年辽宁省科技
计划工作安排，分别对国家支持政策
和省级支持政策做了详细讲解。

其中，辽宁省人才扶持政策作为辽
宁省科技工作重要内容，即成为本次讲
座首推给高新技术企业的“划重点”部
分。近年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深
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精神，聚焦人
才发展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先后出台
一系列围绕健全人才评价、流动、激励
机制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来辽宁创新
创业等方面的30余项政策。深入全面
了解人才相关扶持政策，对高新技术企
业进阶成长、获得科技创新发展有着十
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讲座还针对技术市场和创新券
等高新技术企业关注的问题进行专
业解析。“科技创新政策＋技术市场

知识＋创新券”，三大主要内容让本
次讲座成为热搜爆款。

助微网为高新企业
提供一站式服务

此次讲座作为沈阳市高新技术
企业协会的新春福利，旨在更好地助
推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推动区域经
济振兴。助微网作为沈阳市高新技
术企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倾力为沈
阳市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政策、金融、
信息、数据等诸多服务。成为会员，
可拥有科技政策专题讲座、企业财税
管理峰会、企业资本市场专题培训
会、行业企业家座谈会和行业发展前
景思辨会等更多更专业的会员专享
权益。关注助微网官方微信，周一

《小微数据周报》、周三《小微政点
读》，为企业发掘新鲜优质、有价值、
有深度的科技金融讯息。（助微网网
址：www.lnxwfww.com）

2019 科企划重点讲座现场座无虚席。

近日，沈阳科技企业的朋友圈
集体被一个会议刷屏。这就是 2 月
15 日下午在沈阳市科技局举行的
沈阳科企开年重头戏“2019 科企划
重点讲座”——科技创新政策热点
聚焦讲座。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随着常
规赛临近尾声，CBA外援市场也是暗
流涌动。在亚当斯离开新疆队的消息
甚嚣尘上之时，广东队小外援德莱尼
同样被传言即将离队，而他的替代者，
很有可能会是上赛季效力于江苏队的

“小科比”马尚·布鲁克斯。
在上一轮联赛结束之后，德莱尼

就收拾行李返回美国。北京时间2月
19 日，德莱尼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表
示，自己现在是一名自由球员，而且也
不会再返回中国。事实上，虽然本赛
季广东队一直占据积分榜榜首位置，
但德莱尼始终没能得到认可，尤其几
场关键比赛的表现让广东球迷颇有微
词。有意思的是，德莱尼发布的这条
消息得到了布鲁克斯的点赞。在布鲁
克斯被灰熊队裁掉之后，就有传言称
包括广东队在内的多家 CBA 球队对
其展开争夺。就在德莱尼疑似自己宣
布离队的同时，有消息称，广东队已经
与布鲁克斯完成签约。如果能用“小
科比”替换德莱尼，对广东队而言可谓
如虎添翼，这也将大大增加他们本赛
季夺得总冠军的概率。

德莱尼
疑似告别CBA

和以往相比，本赛季 CBA 常规
赛的悬念是最多的。在常规赛还有
6轮结束的时候，四强和季后赛门票
的争夺愈演愈烈，而常规赛冠军之
争也难解难分。在积分榜上，广东
队领先第三名深圳队6个胜场，由于
第45轮广东队和辽宁男篮有一场直
接对话，因此深圳队连理论上的希
望都已经不复存在，常规赛冠军只
有可能在广东队和辽篮之间产生，
而“辽粤大战”的次回合，很有可能

会是决定性的。
随着第40轮辽宁男篮客场轻取

江苏队，本赛季常规赛头名的悬念
还在继续。从最后 6 轮赛程分析，
广东队和辽篮的难易程度相差无
几，都要与深圳、吉林和广厦碰面，
也都会在主场面对一支联盟倒数的
球队——广东队面对南京同曦队，
而辽篮会遇到天津队。但广东队有
一场主场打浙江队的硬仗，而辽篮
则是客场面对无欲无求的青岛队，

因此形势稍好。
如今，榜首形势也非常明朗，在

第45轮之前，无论辽粤双方谁领先，
只要胜场差距不超过一场，“辽粤大
战”次回合的胜负就会对总冠军的归
属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对辽篮不
利的一点是，他们现在扮演的是追赶
者的角色，而且最后6轮把握最大的
一场比赛是最后一轮。从第41轮开
始，辽篮要在5天之内连续面对深圳、
广厦和吉林的挑战，堪称“魔鬼赛

程”，这三场比赛想要全胜，难度不可
谓不大。而广东队下一轮的对手是
同曦队，尽管周鹏停赛，但同曦队想
要在客场爆冷绝无可能。一旦在第
45轮前被对手拉开两个胜场的差距，
那即便辽篮能赢下“辽粤大战”，对于
常规赛冠军的争夺恐怕也无济于事。

事实上，无论广东队还是辽篮，
对常规赛冠军这个头衔并不是特别
感兴趣，毕竟总冠军才是他们的终
极目标，而常规赛冠军的意义不是

太大。尽管如此，3月 10日的“辽粤
大战”，对双方来言都是一场需要全
力争胜的比赛。如果广东队获胜，
就可以充分证明在第一回合客场输
球，只是因为“让”了一个易建联而
已；而如果辽篮赢球，那不仅将实现
常规赛双杀广东队，而且近两个赛
季双方的交手记录也会被改写为8∶1，
如 果 双 方 真 的 顺 利 在 总 决 赛 会
师，这将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心理
优势。

“辽粤大战”次回合决定常规赛冠军归属
本报记者 李 翔

历史上，中超球队亚冠附加赛 11
战 10 胜，意外出局的情况不多，2017
赛季，上海申花负于澳大利亚布里斯
班狮吼队，是中超球队迄今唯一一次
在亚冠附加赛输球。2 月 19 日，当山
东鲁能队上半场比赛 0∶1 落后的时
候，还是让人捏了一把冷汗，还好鲁能
队知耻而后勇，连进4球，在淘汰对手
的同时跻身亚冠正赛。这场 2019 赛
季中超球队出战的首场亚冠比赛，取
得了开门红。

这场比赛，在鲁能队的大名单中，
吉尔、佩莱、格德斯三外援在列，新援
费莱尼无缘。河内队在越南国内属于
绝对的巨无霸球队，上半场比赛的情
况确实如此，河内队很容易就化解了
鲁能队的防守，边后卫甚至都能轻松
压过前场。从比赛开始阶段，鲁能队
的防线就不牢，电视转播镜头频繁出
现门将王大雷对防守队友咆哮的场
面。即便如此也没能避免丢球，第 39
分钟, 河内队前场抢断得手，传中至
后点，阮文决侧身抽射打破僵局，鲁能
队半场 0∶1 落后，实际上如果不是王
大雷表现出色，山东鲁能可能半场就
大比分落后了。

下半场鲁能队似乎想明白了，一
是必须跑起来，必须抢起来；二是对
付东南亚球队，最有效的办法还是
用头球，一次砸不进可以抢第二落
点。李霄鹏首先用刘军帅换下吴兴
涵，让刘军帅出任后腰，蒿俊闵则出
现在边路，再用刘彬彬换下崔鹏，加
强进攻。

有时候,越简单的战术越有效。
第 64 分钟，金敬道传球到后点，替补
出场的刘彬彬头球摆渡到门前，河内
后卫阮成钟左脚解围踢空，身后的刘
军帅抢先垫射得手，鲁能扳平比分。
接下来鲁能队的进球更加顺畅，金敬
道左脚传中，佩莱门前高高跃起头球
攻门得手，鲁能 2∶1 反超比分。第三
个进球先是佩莱头球摆渡，然后刘彬
彬禁区内抢第二落点劲射得分。第四
个进球是周海滨面对空门轻松得手，4∶1
大胜对手，鲁能队这次没掉链子。

从历史上看，鲁能队总是在亚冠
中被人诟病“外战外行”，这恐怕还是
说明鲁能队在外战中能力欠缺。但在
主场对阵东南亚球队时，鲁能队优势
还是较为明显的，佩莱的“桥头堡”作
用明显，值得其他球队甚至是国家队
在面对东南亚球队时借鉴。

鲁能跻身
亚冠正赛
本报记者 黄 岩

2 月 19 日，辽宁沈阳宏运足球
俱乐部发布公告，宣布与赞比亚
球员雅库布·穆伦加完成续约，穆
伦加将继续身披辽宁沈阳宏运队
球衣征战 2019 中甲赛季。公告中
说：“穆伦加良好的职业素养和敬
业精神得到了俱乐部和球迷的认
可。希望在即将到来的 2019 赛季
中，穆伦加能延续良好的竞技状
态和职业精神，继续为球队做出
贡献。”

这对困难中的辽宁沈阳宏运
队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上个赛
季，如果没有穆伦加在锋线上的摧
城拔寨，辽宁沈阳宏运队的保级之

路恐怕要难上加难。据介绍，2018
赛季结束后，穆伦加迟迟未与辽足
续约，原因是双方在某些合同条款
上没有达成一致，但双方一直保持
接触，穆伦加很喜欢辽足队内的氛
围，辽足也很需要穆伦加，最后双方
成功签约一年。

上赛季穆伦加在辽足是詹姆斯
的替补，重伤之后的詹姆斯迟迟找
不回射门靴，由于中甲外援出场名
额的限制，穆伦加在前六轮比赛中
只获得一次登场机会。转折点出现
在第七轮，客场面对老东家石家庄
永昌队，穆伦加头顶脚踢梅开二度，
一举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从那场

比赛开始，穆伦加在9场比赛中接连
打进 8 个球，而上半程，辽足进球数
只有16个。穆伦加在辽足锋线的地
位 ，是 无 法 用 数 据 完 全 体 现 的 。
2018 赛季，穆伦加为辽宁队出场 25
次，打进14球，甚至有多场比赛一锤
定音，用自己的一个进球换来无价
的3分。穆伦加说过：“得分是我的
工作。我需要全神贯注地在我的
位置上把握每一次机会，这是我的
使命。我很高兴能够打进很多重
要 的 球, 为 我 的 球 队 贡 献 力 量 。
每个人都知道, 当我在场上的时
候, 我从不会偷懒，我希望辽足成
绩好起来。”

据了解，穆伦加已经抵达韩国
济州岛与球队会合，虽然没能参加
辽足前一阶段的冬训，但他一直在
荷兰训练保持状态。去年 12 月，穆
伦加当了父亲，他感觉自己有了更
多的责任，表示未来要继续努力，并
希望自己的孩子也成为一个优秀的
足球运动员。

对辽宁队来说，穆伦加确实是
不可或缺的，在穆伦加的牵制下，
对手不得不把多数防守精力放在
他身上，穆伦加在自己得分的同
时，还能给队友创造机会。穆伦加
今年 35 岁了，去年接受记者采访时
穆伦加说过，他不觉得年龄对于他

踢球有什么影响，“年龄这个问题
我并不是很在意，我的状态还很
好。接下来我还是会按照职业球
员的要求来管理自己。”的确，在中
国踢球的两年，2017 年他是为数不
多出场超过 30 次的外援，去年在辽
宁队有一场比赛令人印象深刻，闷
热的天气下很多球员出现抽筋情
况，但他仍然在前场频繁地跑位、
逼抢。

毫无疑问，对辽宁队来说，2019
赛季会更加艰难，前景也更加难料，
目前辽足队中古斯塔沃和穆伦加两
名外援都是前场球员，他俩将继续
承担进攻核心的重任。

穆伦加新赛季继续身披辽足战袍
本报记者 黄 岩

北京时间2月19日凌晨，国
际篮联（FIBA）宣布，今年三项
FIBA 大赛——中国男篮世界
杯、希腊U19世界杯和泰国U19
女篮世界杯上，东道主都将成为
小组赛种子球队。这对于希望
在男篮世界杯取得佳绩并直通
东京奥运会的中国男篮来说，无
疑是一个利好消息。

国际篮联以往对世界杯抽
签的原则均秉承五大洲球队平
衡，不是按照各支球队的实力和
世界排名进行分档，在参加以往
两届男篮世锦赛（改制前的男篮
世界杯）时，中国男篮都是被分
在第五档，最终也只是以小组第
四的成绩幸运出线。

2019 年男篮世界杯首次迎
来 32 支球队参加，所有球队将
被分在 8 个小组，每个小组 4 支
球队。如果还是按照以往分组
原则，中国男篮小组出线的压力
肯定还会很大。但是国际篮联
的新规定将使中国男篮直接成
为种子队，与美国、西班牙等超
级强队同处一档，避免在小组赛
相遇。尽管以中国男篮的实力，

想要战胜欧美准一流强队同样
会很困难，但种子队的身份无疑
会缩小中国男篮同小组对手的
实力差距，大大增加了出线的可
能性。

虽然中国篮球向来对奥运
会的成绩更为看重，但改制后的
男篮世界杯成绩与奥运会的参
赛席位是挂钩的。根据世界杯
的规则，要想获得奥运会的参赛
资格，球队成绩就必须处于所在
大区的前列。对中国男篮来
说，要想直接晋级东京奥运会，
世界杯的成绩就必须排在亚洲
球队（不含澳大利亚、新西兰）
的第一位，否则就要进入难度
极大的落选赛。这样一来，世
界杯每场比赛，包括排位赛都
显得至关重要。作为东道主，
中国男篮已经自动获得了男篮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在这个国
家队比赛窗口期结束后，本届
男篮世界杯32支参赛球队将全
部产生。根据安排，男篮世界杯
抽签仪式将于 3 月 16 日在深圳
举行，届时科比也将会来到抽签
仪式现场。

中国男篮将以
种子队身份征战世界杯
本报记者 李 翔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北
京时间2月19日，近期陷入离队传
言的CBA新疆队小外援亚当斯更
新了自己的个人社交媒体，似乎
再一次暗示常规赛结束之后就会
离队。

亚当斯这次更新的动态比较
简单但是却有寓意，是一面黑白格
子旗和一个开心的笑脸表情。这
种赛车比赛中常见的黑白相间旗
又称赛结旗（Check Flag），车手一
经过此旗之后便代表比赛已结束，

不论该车手是否圈数不足。按照
一般的理解，亚当斯似乎是在暗示
赛季快结束了，自己很快就见到终
点了。此前，亚当斯还曾经在个人
社交媒体发布“还有7场比赛就自
由了”这样的言论，由于本赛季常

规赛新疆队成绩不尽如人意，而亚
当斯偏好单打独斗的打法也引发
队友不满。

如果已经联系好了亚当斯的
替代者，那么以新疆队的风格，肯
定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位曾经的

总决赛 MVP。不过，按照规定，
每支球队在常规赛拥有 4 次更换
外援的机会，而新疆队全部用在
了大外援身上，因此，即便新疆队
想要换掉亚当斯，也只能等到常
规赛结束。

亚当斯个人社交媒体动态引发猜测

2月18日，在2019年WTA迪拜网球赛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朱琳以2∶1战胜比利时选手梅尔滕
斯，晋级第二轮。这是朱琳在比赛中回球。 新华社供片

迪拜网球赛 朱琳晋级第二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