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青海优秀青年企业家”活动拟表彰人选公示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广泛选树全省

优秀青年企业家典型，充分展示广大青年企业家在推动青海
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优异成绩，以榜样的力量引领广大青
年和青年企业家踊跃投身创新创业实践，根据青海省青年企
业家协会、西海都市报《关于寻找“青海优秀青年企业家”活
动的通知》要求，经推荐申报、资格初审、公开投票、专家评
审、综合评定等环节，最终评选出 30名拟表彰人选。

现就拟表彰人选（名单附后，排序不分先后）进行公示，
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11 日至 9 月 15 日。
如对拟表彰人选有异议，请实名向活动组委会反映。

监督电话：0971—8211760 罗老师
0971—8210976 江老师

青海省青年企业家协会 西海都市报社
2017年9月11日

任生超 青海省华德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吉青 青海省青越投资管理集团董事长

鞠洪海 西宁雄瑞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祁天盛 青海成实会计记账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胜策 青海隆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陆 克 青海百能汇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喇勇清 海西州乌兰县金穗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卢建平 海西恒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涛 青海沃尔特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海麟 青海开泰农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7年度全省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拟表彰人选名单
陈九谕 西宁宝玉陈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卢宇刚 青海创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 岩 青海李丰公社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奇霖 青海圣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贾国强 青海骄阳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金山 青海梦源食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卓么杰 青海贵南县宗拉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华果才让 青海班智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敖日格力 都兰达雅尔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 雪 海东道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7年度全省十大优秀企业家拟表彰人选名单
曾学良 青海商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才仁东德布 德令哈加斯乐民族装饰品雕刻有限公司经理

薛 奎 青海龙狮文化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顾国寿 海晏康达草原生态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添铭 海南州晟世嘉和农牧业科技发展公司总经理

马木沙 尖扎县伊光清真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肖 炀 青海新源动力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李鸿光 海东市信源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 航 西宁安航健康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任增加 海晏县兰花湖生态旅游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7年度全省十大新锐青年企业家拟表彰人选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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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纳玉堂）9月 11日上午，
青海省体育场地调查工作动员暨业务培训
会在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召
开，来自全省体育、教育系统的 160余名代
表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启动并布置了 2017 年全省
体育场地调查工作和 2017 年全省体育产
业机构名录库建设与完善工作。省体育
局、省教育厅等五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
于开展 2017 年青海省体育场地调查工作
的通知》及实施方案。

会议还邀请到了来自北京华体工程设
计咨询有限公司、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的专家王云涧、邢伟、肖云天等专业人员，
为大家培训调查工作流程、调查表数据采
集、数据质量控制、专用软件操作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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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西全）眼下，全国
第十三届学生运动会篮球总决赛正在
激战中。在小组赛中，代表我省参赛的
青海师范大学女篮先后战胜陕西队、湖
南队和湖北队，成功拿到四强名额。

师大女篮作为传统强队，在西北地
区的大学生女篮里有着很强的实力 。
所以，当首场比赛她们遇到陕西队时，
打得相对轻松，并最终以 87 比 56 大比

分战胜陕西队。第二场比赛，她们遇
到实力强劲的湖南队，打得异常艰苦，
一 度 落 后 达 15 分 。 但 在 落 后 的 形 势
下，女篮姑娘们并没有放弃，而是咬牙
奋 力 拼 搏 ，在 终 场 哨 响 前 扳 平 比 分 。
加时赛中，师大女篮一鼓作气，以 68 比
61 战胜湖南队，为小组出线奠定了基
础。

最后一场小组赛，师大女篮迎来湖

北队的挑战。在队员马简一、郑力文等
人的出色发挥下，带领青海师大女篮以
73 比 62 胜出，拿到了四强席位。

师大女篮主教练郭永峰说，在小组
赛中，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女篮姑
娘们敢打敢拼，沉着应战，不负众望。
他说：“剩下的比赛，我们将会更加努
力，争取以更好的成绩为青海争光，回
报家乡人的支持。”

本报讯（记者 李占轶）日前，2017 年
青海省首届武术套路段位锦标赛在省城
人民公园全民健身中心圆满落幕，来自全
省 36 支代表队、600 名武术爱好者参加了
为期两天的比赛。

参赛选手分儿童、少年甲组、少年乙
组、青年、中年、老年六个组别。赛场上，
各路选手大显身手，共同切磋，互相交
流。精彩的比赛，不时博得现场观众一阵
阵热烈的掌声。裁判员认真观察、严格执
裁，确保比赛公平、公正。

青海省武术协会秘书长、本次比赛总
裁判长马晓玲告诉记者，武术段位制是国
家体育总局设立的一项以广大武术习练
者为对象，全面评价习武者武术技术水平
的等级制度，从低到高分为三级九段，段
位比赛是段位标准化体系建设的重要内
容，重在引导和激励广大武术爱好者进行
科学锻炼。

马晓玲表示，这次武术段位制比赛是
继省传统武术大赛之后，我省群众性武术
活动的又一次盛会。全体运动员听从指
挥，服从裁判，尊重观众，认真参赛，发挥
了最佳技能，全体裁判员尽职尽责，执裁
到位，评分准确，保证了公平公正，全体工
作人员任劳任怨，各司其职，确保比赛顺
利进行，赛出了友谊、赛出了水平、赛出了
文明、赛出了健康。本次比赛为青海省

《中国武术段位制》的推广、传播和发展积
累了新的宝贵经验，探索了新的发展路
子。

我省召开体育场地调查
工作动员暨业务培训会

全国第十三届学生运动会篮球总决赛

青海师大女篮杀进四强

2017年青海省首届
武术套路段位锦标赛落幕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自由式摔跤颁
奖台上，薛品邦笑得格外灿烂。在他退休
之际，弟子马存军以一块银牌为他送行，
他的摔跤生涯自此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
号。

“一路走来太难了，太不容易。”谈起
这些年的经历，薛品邦有些激动。从运动
员到教练，如今，他的耳朵、腰和腿，全是
伤病。不过 ，在他最后一次带队参加全
运会时，还能站上奖台，他觉得自己的摔
跤生涯值了。

“上学时，我喜欢体育，高中没毕业就
到了青海摔跤队。”薛品邦回忆，那时候他
才 19岁，因为喜欢摔跤，从而进入了摔跤
队。

“我上学时爱好体育，是学校的体育
尖子。”出生在农村的薛品邦说，加上家里
就我一个儿子，家里的重活都由我干，给
自己后来走上摔跤运动员的路夯实了身
体基础。

举杠铃、爬麻绳、引体向上……作为
一名摔跤队员，他要练习身体各个部位的
力量，手、腰、腿，就连颈部的力量练习也
是必不可少的。一天训练下来，有些运动
员双手发抖，吃饭时连筷子都拿不稳。但
这些训练对于“调皮”的薛品邦来说，犹如
家常便饭。

也正因为那几年的刻苦训练，薛品邦
成为上世纪 80年代我省 100公斤级自由
式摔跤项目的佼佼者。

薛品邦说，上世纪 80年代，我省的竞
技体育事业发展迅猛，到 1987年，他和队
友们在全国摔跤锦标赛上多次夺奖。“那
时电视还少，广播报纸都报道我们的故
事，站在领奖台上，真是风光无限。”

冒着生命危险减重、抵头挫伤软骨导
致的“摔跤耳”、二十年如一日的长跑导致
的“四方步”，是薛品邦身上最鲜明的印
记。

1988 年，是薛品邦参加第四届全运
会后的第二年，30 岁的他算是摔跤项目

的“老人”。随后，他转换角色担任青海女
子摔跤队教练员，薛品邦告别运动员生
涯，但始终没有在全运会上斩获荣誉，心
里始终有点遗憾。

担任女子摔跤队教练的他，认真总结
自己当运动员时的训练技巧，开始全身心
研究怎么训练才能减少队员伤病。

付出总有回报。1990年在全国女子
摔跤冠军赛上，他带领的女子摔跤运动员
刘晓荣获得女子 56公斤级冠军。其他运
动员如陈永华、汪玉芳、杨文萍、雒亚娟、
王彩珊先后在全国锦标赛、冠军赛上获得
前三名。

1992 年，我省为了发展男子自由式
摔跤，薛品邦调入男队当教练。2002 年
至 2005 年，他又调任重新组建女子摔跤
队。2005年 11月份重新担任男子自由式
摔跤队主教练。2010 年被任命为男、女
自由式摔跤队总教练兼主教练至今。

2016 年，马存军代表中国参加在泰
国曼谷举行的亚洲摔跤锦标赛上获得铜
牌，这是青海摔跤有史以来在国际大赛中
获得的最好成绩。

薛品邦的教练生涯里，带过很多摔跤
运动员，在这些队员里，他最佩服的还是
马存军。“马存军训练非常刻苦，有一股韧
劲。”薛品邦说，2014年 10月，在全国自由
式摔跤冠军赛上，马存军血染赛场，比赛
时对方将马存军的眉弓撞开了一道口子，
但马存军轻伤不下火线，依然坚持比赛，
连胜三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尤其是在第十三届全运会比赛之
前，马存军突然腰椎疼痛厉害，队医及时
给马存军按摩，才缓解伤情。

“他带伤走上赛场，我看着心疼。”薛
品邦说。

一路走来确实不容易。比赛结束后，
薛品邦和马存军都哭了，因为赢得这次比
赛太难了，为了这块奖牌他们坚持了 12
年。

薛品邦说，竞技体育的残酷，不仅在

于数十年如一日的辛苦训练，还在于成
绩荣誉的不确定性。我省自由式摔跤项
目一度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因为摔
跤训练周期长，很多运动员到摔跤队时
零基础，需要很长时间的磨炼。

摔跤也是耐力训练，我省有着很好的
地理优势和训练场地。这次全运会结束
后，薛品邦的日常工作也将有所调整，主
要负责和教练交流，还有选拔苗子之类的
工作，抽时间把这些年的经验总结下留给
年轻后生。

“在队里摔打惯了老想动，退居二线
后也好养养，练练定力。”薛品邦说，“我
有遗憾，但如果让我重新做选择，我还是
会选摔跤，仍然选择走这条路。摔跤，融
在我的血脉里。”

40年，摔跤运动融入他的血液
本报记者 纳玉堂

薛品邦和弟子马存军薛品邦和弟子马存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纳玉堂纳玉堂 摄摄

体育体育体育 人物人物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