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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发布。新华社记者从中提炼了 18
个关键词以及相对应的方案原文，
希望对大家全面了解这份方案有所
帮助。

【机遇】 我国足球改革发展迎
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振兴足
球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也
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

【久久为功】 着眼长远与夯实
基础相结合。加强顶层设计，注重
战略实施；夯实足球发展的人口基
础、设施基础、管理基础、文化基础，
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三步走】
——近期目标：改善足球发展的

环境和氛围，理顺足球管理体制，制
定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创新中国特
色足球管理模式，形成足球事业与足
球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

——中期目标：青少年足球人
口大幅增加，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
水平达到亚洲一流，国家男足跻身
亚洲前列，女足重返世界一流强队
行列。

——远期目标：中国足球实现
全面发展，足球成为群众普遍参与
的体育运动，全社会形成健康的足
球文化；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
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积极申办国际
足联男足世界杯；国家男足国际竞
争力显著提升，进入世界强队行列。

【脱钩】 改变中国足球协会与
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两块牌
子、一套人马的组织构架。中国足
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脱钩，不设行政
级别。

【股权结构】 严格准入，规范
管理职业足球俱乐部。鼓励具备条
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名称的非企业
化。完善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立
足长远，努力打造百年俱乐部。

【校园足球】 把校园足球作为
扩大足球人口规模、夯实足球人才
根基的基础性工程。

【社会足球】 推动足球运动普
及，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足球活动。

【体系】 注重职业联赛、区域
等级赛事、青少年等级赛事、校园足
球赛事的有机衔接，实现竞赛结构
科学化。

【成长通道】 畅通优秀苗子从
校园足球、社会足球到职业足球的成
长通道。鼓励足球俱乐部、企业和其
他社会力量选派职业球员、青少年球
员到足球发达国家接受培训，并力争
跻身国外高水平职业联赛。

【国家队】形成符合球员身心特
征和当代足球发展趋势的技术路线；
实行主教练负责制；俱乐部应当以大
局为重，全力支持配合国家队建设。

【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建立足
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体
育总局应当加强对足球改革发展的
政策研究和宏观指导。教育部应当
履行好校园足球主管责任。

【司法】 足球管理部门与公检
法等方面加强协作，有效防范、坚决
打击假赌黑等违法犯罪行为。

【再就业】 统筹市场机制和政
策引导，为足球运动员再就业再发
展搭建平台，支持其经过必要培训
和考核，担任足球教练员、裁判员、
讲师，或到企事业单位和部队成为
群众足球活动的骨干，或进入足球
协会、足球俱乐部从事足球管理和
服务工作。

【世界杯】 促 进 国 际 赛 事 交
流。研究并推动申办国际足联男足
世界杯相关工作。

【足球场】 把兴建足球场纳入
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明
确刚性要求，由各级政府组织实
施。因地制宜，建设一大批简易实
用的非标准足球场。

【基金会】 各级政府应当加大
对足球的投入；成立中国足球发展
基金会。每年从中央集中彩票公益
金中安排一定资金，资助中国足球
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支持青少年
足球人才培养和足球公益活动。

【转播权】 建立足球赛事电视
转播权市场竞争机制；改革足球赛事
转播权收益分配机制，确保赛事主办
方和参赛主体成为主要受益者。

【政府购买服务】 完善保险机
制，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提升校园足
球安全保障水平，解除学生、家长和
学校的后顾之忧。招标选择专业的
社会组织或企业负责管理运营公共
足球场，促进公共足球场低价或免
费向社会开放。④11（据新华社电）

本报讯 （记者李 悦）上个
周末，2015 赛季中超联赛结束了
第二轮的争夺，而这一轮的联赛
最佳阵容也于 3 月 16 日新鲜出
炉。在客场与北京国安的比赛
中，河南建业虽然最终 0∶1 落
败，但他们的表现却得到了各方
的肯定，后防核心戈麦斯还入选
了多个主流门户网站的最佳阵
容，可谓是虽败犹荣。

作为丹麦超级联赛的抢断
王，戈麦斯在加盟建业之后，很
快就担起了球队后防核心的重
任。与北京国安一役，戴着队长
袖标的戈麦斯负责看防对方的
箭头人物德扬，在两人的直接对
话中，处于被动防守的戈麦斯多
次成功拦截对手的进攻，全场 8
次关键性解围，也让攻势如潮的
国安徒唤奈何。虽然最终德扬

借着戈麦斯补防的机会打入制
胜一球，但无疑在两人的攻防较
量中，德扬处在了下风，就连国
安的老将周挺也承认“建业的那
名高大后卫确实挺厉害”。如今
联赛两轮过后，戈麦斯已经交出
了 17 次关键解围的漂亮数据，
但其漂亮的个人数据，一定程度
上也反映出建业现在的防线还
是有着不小的隐患。④11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国
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中国足球
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
《方案》包括引言和十一部分

内容，在认真总结中国足球发展
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了中国
足球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和主要目标，强调坚持问题导向，
改革创新体制，遵循足球发展规
律，努力建立专业高效、系统完

备、民主开放、运转灵活、法制健
全、保障有力的体制机制。要坚
持立足国情与借鉴国际经验相结
合，着眼长远与夯实基础相结合，
创新重建与问题治理相结合，举
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发展
足球运动与推动全民健身相结
合。要把发展足球运动纳入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实行“三步走”战
略，改善足球发展环境和氛围，理
顺足球管理体制，创新中国特色

足球管理模式，形成足球事业与
足球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提高
职业联赛和国家队的水平，逐步
进入亚洲和世界先进行列；中国
足球实现全面发展，足球成为群
众普遍参与的体育运动，全社会
形成健康的足球文化。

足球 运 动 具 有 广 泛 的 社 会
影响，深受广大群众喜爱。振兴
足球是广大球迷和群众的热切
期盼。我国足球曾在亚洲取得

良好成绩，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
期开始探索发展职业足球，改革
一度带来活力，但由于对足球的
价值和规律认识不足，急功近利
的思想行为严重，组织管理体制
落后，人才匮乏，监管缺失，导致
足球发展的社会基础薄弱，行业
风气和竞赛秩序混乱，运动成绩
持续下滑。2009 年以来，通过以
打击假赌黑为重点的治理整顿、
发展校园足球等举措，足球事业

趋势向好。但相对于世界和亚
洲 足 球 ，我 国 足 球 仍 全 方 位 落
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振兴足
球作为发展体育运动、建设体育
强国的重要任务摆上日程。坚定
不移推进改革、振兴足球，并以此
为突破口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
革，是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实现
体育强国梦的实际行动。④11

18个关键词
读懂足改方案

本报讯 （记者王晓欣）“精
彩、好笑！这种话剧省会可以经
常有。”3 月 14 日晚，开心麻花话
剧《乌龙山伯爵》在郑州象剧场
上演，拉开了以“点燃青春梦想
引领戏剧风尚”为主题的首届

河南青年戏剧节的帷幕。
本届戏剧节由河南青年戏

剧节组委会主办，河南象剧场
（院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单
位共同承办。活动启动以来，得
到了省内各大高校戏剧社团以
及北京、山东、重庆等地演艺机
构的响应和参与。

首届河南青年戏剧节由青年
戏剧竞演、特邀剧目展演、青戏节
演出季、青少年戏剧才艺表演大
赛、青翼微电影创作大赛和第二

届中原话剧论坛等七大主题板块
构成，自 3 月 14 日至 6 月 6 日，在
为期近三个月的时间里，10 部特
邀剧目、20多部参赛剧目、40多场
演出、12场精彩活动将闪亮登场，
为中原观众奉上戏剧盛宴。演出
季汇聚了国内10部最新原创优秀
剧目，包括话剧《周末要毕业》、音
乐剧《白雪公主踢踏秀》、现实剧

《当归》等，涵盖先锋文艺、现实主
义、校园情感等多种题材，能够满
足不同层次市民的观剧需求。展
演期间，主办方还将邀请一批国
内戏剧专家到场观看，评选出优
秀作品。

据了解，本届戏剧节最具互
动性和观赏性的青年戏剧竞演
大赛将于 4 月初在郑州四大高

校赛区及象剧场举行，通过初
选、轮选、复赛、总决赛四个环
节，最终评选出能展现当代河南
青年风貌的本土优秀戏剧，并结
合戏剧节组委会启动的“青象计
划”进行重点扶持，力争将其打
造成国内有影响力的品牌剧目。

在戏剧节开幕当天，中原戏
剧沙龙也诞生了。河南象剧场

（院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李明超说，中原戏剧沙龙是
河南青年戏剧节组委会为中原
高校及民间非职业戏剧团体和
戏剧爱好者建立的一个持久交
流空间，今后将定期举行活动，
搭建青年戏剧艺术交流创作平
台，为本地戏剧艺术的多样化注
入生命力。④4

中国足球“大动作”在即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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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 洋）3 月 15
日，由省文化厅和德国柏林德中文
化交流促进会主办的德国勃兰登
堡“年轻之声”青年合唱团 2015 中
国巡演河南站首场演出在河南艺
术中心举行。

演出中，来自德国的勃兰登堡
“年轻之声”青年合唱团为观众献
上了《填满你心》、《放飞思想》、《绿
袖子》等歌曲，赢得了观众的一致
好评。

作为“音乐天才培养计划”的一
部分，德国勃兰登堡州州政府于
1999年立项成立了这支以流行音乐

和爵士乐为主的青年合唱团，目的是
在国家青年管弦乐团和国家青年爵
士乐团之外，给有才华的年轻歌手演
出的机会。乐团每两年在柏林、勃兰
登堡举办海选活动，最终选取最优秀
的20名学员组成合唱团。该合唱团
成员平均年龄只有 20岁，目前合唱
团已经发行了4张音乐专辑。

据了解，此次德国勃兰登堡
“年轻之声”青年合唱团 2015 中国
巡演河南站的演出还将在河南师
范大学和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进行，
并与河南青年学生进行文化交流
活动。④4

本报讯 （记者程 梁）农历二
月二也就是 3 月 21 日，中原的父老
乡亲可以一饱耳福：来自边远地
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项
目的侗族大歌表演，可以在我省淮
阳县看到。

3 月 16 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省文化厅、周口市人民
政府在郑州联合召开新闻通气会。
会议披露，3月 21日，上述三方共同
主办的第六届中原古韵——中国

（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将在淮
阳开幕。

在开幕式上亮相的侗族大歌是
侗族民间的多声部民歌，在侗族有

“歌养心、饭养身”的美好声誉。同
时亮相的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遗项目、来自新疆的哈密木卡姆，
是一种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综
合古典音乐艺术形式。此外，还有
陕西安塞腰鼓、安徽花鼓灯、江苏十
番锣鼓、广东黄阁麒麟舞等 12个省
份的非遗项目应邀参演。

从农历二月二开始，“羲皇故
都”淮阳将举行长达一个月的古庙
会。在为期半个月的非遗展演期
间，将安排5场省内外丰富多彩的非
遗项目集中展演。同时，还有木版
年画、泥塑、麦秆画、陶瓷、烙画等妙
趣横生的手工技艺现场展示。④4

走！去淮阳听侗族大歌

德国青年合唱团献上“年轻之声”

建业铁卫入选中超最佳阵容

首届河南青年戏剧节开幕

河南一恒贞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东大街紫荆山路裕鸿花园 B座 20楼 电话：0371-66983345

浓郁芳香的铁线蕨与热情奔放的红色碧玺相结合完美地体现了恒久与热烈。
铁线蕨是从远古时代生存至今的稀有植物，它完美地诠释了生命的坚韧永恒，设计师从中寻觅

灵感，用它的传奇感叹人生，经过沧海桑田的演变，还能保持我情我独的情境。
碧玺在地下受到的高温炙烤历练，经历过亿年的结晶并不断沉淀积累而形成的珍贵稀有宝石，

而人生就如碧玺一样，要在社会久经历练，不断自我沉淀积累，才能璀璨夺目。设计师巧妙地将来
自铁线蕨的灵感与碧玺相结合，把人们对永恒生命的感叹、对璀璨人生的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

“远古留香”系列，引领我们触摸亿万年碧玺的风采，领略浩瀚无垠的恒久时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