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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本埠体坛

□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昨日下午，河南省第一届老
年人体育健身项目创新交流活动在郑州
举行，19支代表队248人围绕适宜于老年
人健身的创新项目进行交流展示。

在全国、全省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
形势下，发展老年体育是进一步适应和满
足新时期老年人对体育健身活动的新需
求，是发挥体育在实现“积极老龄化”、“健
康老龄化”目标作用的需要。河南省老年
人体育协会积极组织老年人体育健身项
目创新交流展示活动，旨在进一步推动全
省老年体育健身活动深入、广泛开展，不
断提高老年体育工作水平和扩大老年体
育健身人口规模，对于丰富老年人体育项
目、提升老年人幸福指数有着积极的促进
作用。

本次创新交流内容涵盖老年人群中
普遍开展的柔力球、健身球操、太极拳
(剑)、舒筋养骨操等19个项目，是各地老
年体育健身骨干在长期的基层辅导实践
中，总结出来的形式活泼、具有观赏性、易
于普及推广、对老年人有较好健身效果的
创新项目，彰显了全省老年人通过锻炼健
康体魄追求欢乐幸福的精神风貌，是对近
年来全省老年体育创新工作的一次项目
检阅和成果展示。省九届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省老年体协主席马宪章，省体育局
局长、省老年体协执行主席彭德胜，省直
老年体协主席李树铭等出席活动并为创
新项目获奖者颁奖。

据中国篮协一位内部人士介绍，“这笔钱其实就是所谓的加
盟费，跟麦当劳、肯德基要缴纳加盟费的意思大致相同。主要是
我们篮管中心现在经营的联赛是个优质资源，大家都想来，那么
必须要设立个门槛，其实也正常。”

为此，记者电话采访了一位专攻体育类合同纠纷的律师，他
同时也是相关体育部门的法律顾问。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告诉记者：“早期一些老俱乐部没
有缴纳这笔额外的加盟费，可当时联赛的条件和影响力远没有
现在这么好。如今大环境好了，联赛经营者中国篮协提出合理
的加盟费并不为过，要知道，如今进入CBA联盟的俱乐部，每年
从中国篮协拿到的经营分红高达1000多万。也就是说，篮协收
3500万会费实际上还是市场行为，俱乐部认可、愿意，篮协实际
上也没有强迫。不是强买强卖，就谈不上违规”。 刁勇

CBA“扩军”
收加盟费合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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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清洗外墙打孔防水61612779
●飞马家政专业保洁60923128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清洗刷漆防水 66300068
●60332996三和家政65920177
●钟点做饭保姆陪护67715997
●家佳美 55518187保姆月嫂

●和谐月嫂保姆保洁66281072
66662288 我爱我家
钟点工保洁卡打蜡地毯沙发

大豫家政 66662299
鸿基梦66666601

全国连锁金牌家政优惠酬宾

钟点工，空房沙发地板地毯

阳光家政 66316181
全国知名品牌;保姆;月嫂;保洁

居家易55555561
信息窗口

●社保养老咨询 13673992227
●汽车电车定位 13939056712
●花好月圆婚介 15138669900
●低价处理名牌老酒库存，

联系人：15038093009
●●●●活食人鱼直销●●●
15 元 1 斤电话 13015532684
●婚介加盟 13253338548

招 商

●眼镜店加盟 13598048752
●专利耗材空间好招医院经销

商18937178875 13383823233
●中天万运快递招市、县总

代理及网点加盟 4000056001
●新昆仑支付：pos365天及时

到账招商电话 18503719168

●好项目招加盟 13673992899
●漂亮宝贝毛绒玩具加盟

热线：4008－018－078
●正规移动 POS机资金安全

1000 元，招代理 18603715350
●广通快递诚招郑州市各区

县唯一总代理 15514539133
●五千代理机票 13333855215
●世运快递招商 15638817058
●不投资就赚钱 13838269102
●批发生活源佳辉节能灯LED
球灯吸顶灯 18838236861
●招手工组装 18325476569
●广通速递招商 15890199721
●河南大型农副生资种子兽

药陶瓷工艺品贸易港隆重招

商 13633822652、138383
38399地址郑州黄河大桥北

●您开车我掏钱共享教育资源

诚招市县招生代理 56782937
●银联移动POS机优惠办理，

招地市代理 18538165188
●全峰快递加盟 13103710109
●英语培训加盟 18339600777

●德国西门子电梯寻求全省

各地市、县总代理，经销商、

兼职、项目合作 15036008588
●羊汤加盟 13475759200
澳泰轮胎招商
澳泰轮胎，国际品牌，

源自澳洲，首进河南，

征各市县代理商。

电话：0371-55052204
手机：13938476498
厨房净水器招
全国各市县代理037155038517
东区项目合作
郑东新区省政府旁，

已建成 3 万平方米，

寻合作伙伴。

张先生：13733882297
手机 pos招商

一机双通道T+0全国 69523859
银联 pos招商

0371-66950000 15537372727

家电维修

●空调移修66677733保养充氟

●50元专车移修空调65682777
●修冰箱空调热水器55695541
●厂家车移修收空调88888707

●收购新旧空调 13103821263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5815659

转 让

●新郑产业聚集区特色方便食

品整体项目转让 18100333121
●一楼250㎡转让15188395552
●出国急转郑州高端时尚KTV
手续齐客户稳 13393727731
●新型墙材公司隧道窑转让

价面议 13939678185
●丹尼斯家居转 18638510333
●转福彩投注店 13298123581
●绿化装修资质 13526578208
●旺店 350㎡转 15639015050

电脑维修

●电脑维修65516551保修一年

软件网站

●300当天用网站13598809660
● 398起建网站 15093249093
●建站满意再付费 53315698
●微信公众号开发 67889860
●15036053609做中高端网站

●十年建站、推广15515555565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让饭店酒吧

●●位佳饭店转让15713870697
●秦岭路 2000㎡酒店转让出

租或承包 18937191678
●700㎡饭店转让13027720151
●转700㎡火锅店13837197788
●底价转租140㎡13592482188
●转海关对面2700平，凯旋门

2300平精装营业中15138951522
●转建业路川菜馆13298139505
●位佳550㎡饭店15738314180
●饭店低价转让15517112799
●东区高档火锅15938760078
●1100㎡承包转让18638513810
●一楼240㎡夜市15515994390

寻人启事

●张旭豪男身高

1.72米身穿黑色秋
衣蓝色牛仔裤红

色鞋于4月28日离
家出走至今未归

家人万分焦急有提供线索者

重谢！电话：15093082546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14、20、21、26、27、B07版

近日，中国篮协下达通知，CBA联赛计划下赛季增加最多不超过
两支的NBL俱乐部球队。不过，所有申请加盟CBA的NBL球队需要
缴纳3500万的加盟费，专项用于联赛风险预备金。该规定一经宣布
就引起吐槽声一片，那么中国篮协该不该收取这入会费呢？

篮协：都想来就得设门槛
律师：市场行为并不违规

CBA 如
果“扩军”过
快，联赛整体
的观赏性也
将 打 上 折
扣。图：中国
男篮队员在
训 练 中 扣
篮。 易文

篮协拿这笔钱，做好
监督工作是重点。其实，
NBA也要付加盟费的，比
如像山猫刚进联盟时也付
过，是按比例分给各队的，
而不是组织者拿走。所
以，现在我们要关注的是，
这笔钱是不是取之于民用
之于民。 刁勇

在全新的准入和考核规则中，所有申请加盟CBA的球队需要
缴纳3500万的加盟费，经批准加盟CBA联赛俱乐部所缴纳的加
盟费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归联赛委员会，专项用于联赛风险预备
金。未被批准加盟俱乐部所缴纳的加盟费将如数退还。

篮协收3500万入会费是否合理？一位圈内人道出了其中玄
机：“其实各家俱乐部都是敢怒不敢言，现在俱乐部搞职业联赛，都
不赚钱，所以经济压力都很大。不过，现在CBA联赛的商业价值、
品牌价值远远要大于这3500万的投入，这种情况下，各家俱乐部
也顾不得体味这3500万是不是合理了。”据了解，篮协缴纳加盟费
的政策去年就有，去年四川升入CBA，就缴纳了3500万。

收加盟费是市场行为？

NBL俱乐部敢怒不敢言

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