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好自己，打出水平就 OK。”在二
青会网球赛场上，青海代表团网球教练
孙海波不断鼓励参赛选手。

这是我省网球首次在全国大型综合
性运动会亮相，也是选手们首次在这样
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上登场。

对于我省 3 名参赛小将来说，这样
的经历是难忘的，收获也是巨大的，首次
组队站上全国综合性运动会的赛场，不
仅是项目本身取得的突破，对于网球运
动的普及和推广意义重大。青海网球首
次以俱乐部组队的方式参赛，不仅是本
届二青会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办赛理念的
体现，也是体育改革力度和决心的体现，
更是青海体育良好发展环境、青海自信
的体现。

西海都市报记者发现 ，本届二青
会的改革力度空前，比赛设置既具有
以往综合性运动会的特点，又在很多
方面作了改革。比赛项目设置 49 个大
项、1868 个小项，夏季项目按照 2020 年
东京奥运会比赛项目设项，冬季项目
涵盖了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绝大部分项
目，超过以往的综合性运动会。在参
赛组别中，既有体校组，又有社会俱乐
部组，这对今后强化人才发现、选拔，
改善相关项目后备人才匮乏现状有较
大 的 作 用 。 二 青 会 体 现 开 放 办 赛 理
念，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办赛，体现了体
育改革的力度和决心。

在青海代表团中，参加比赛的选手
不仅有体工一大队和体工二大队的专
业运动员，更多是来自体校组的孩子
们，而最大的亮点是还有不少俱乐部组

的孩子，通过社会俱乐部，直接走上了
全国综合运动会的平台。“这次二青会
上，网球、体育舞蹈、跆拳道等项目，我
省都有社会俱乐部组队参与比赛，这对
我省群众体育发展和社会俱乐部良性
发展，推动力巨大。”青海代表团相关负
责人说。

“在以往的赛事中，俱乐部培养的
选手只能参加商业性的赛事，这种综合
性的运动会是没有资格参与的。”孙海
波说。随着全民健身的发展，各种体育
俱乐部犹如雨后春笋，得到了长足发
展，促进了全民健身，也发现了许多优
秀的后备人才。但由于体制的原因，俱
乐部的孩子水平再高，也不能参与全国
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不能评级，这对俱
乐部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制约。

今 年 的 二 青 会 ，打 破 了 以 往 的 束
缚，让社会俱乐部参与进来，这是历史
性的变革。从二青会上释放的信息来
看，本届二青会“对标”全运会，甚至是
奥运会，也预示着在下一届全运会，有
可能设置社会俱乐部组，让更多的社
会体育团体和群众体育爱好者参与到
全运会等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中。

“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他们更容
易接受俱乐部体育培训，因为这样孩子可
以一边学习，一边利用业余时间训练，要
是孩子确实有天赋，可以输送到体工队等
专业的训练机构走专业体育之路。”孙海
波说。确实，本届二青会让越来越多的体
育爱好者参与到大型运动会，共享全民健
身红利。在这个舞台上，我省的群众体育
工作者充分展示了他们的风采。

周末，家住西宁市城北区的文女士带
着孩子来到五四西路的一家幼儿篮球馆，
开始了一天的健身计划。跑步、带球、传
球、投篮……她和孩子的一招一式都有板
有眼。

文女士是一名篮球爱好者，中学、大
学都是女篮队员，对于篮球，她有独到的
见解，她希望孩子能从篮球中获得更多的
快乐。在她的带领下，孩子韩轩也喜欢篮
球，虽然孩子只有 10 岁，但他已是全省少
男篮球锦标赛冠军得主。

今年 7 岁的邹信誉从幼儿园就练习
篮球，现在上一年级，班里有很多同学
是他的篮球队友。“打篮球能锻炼自信

和 胆 量 ，我 们 还 经 常 外 出 表 演 对 抗 比
赛。”

当天的篮球馆里有三十多名练习者，
教练一声令下，孩子们迅速有序地站好队
列，行师生礼后，开始跑跳翻滚、实战对
打，看起来颇有气势。

中午时分，学员们与教练已经连续练
习了 4 个小时，丝毫没有收队的意思。一
番打探，记者了解到学员们是从全省各地
选拔上来的，专门来参加前 CUBA 世界冠
军马简一的投篮训练。短则两天，长则一
周，教练给学员们制订了“每天 5 小时”的
训练计划，以技艺突飞猛进为训练理念，
确保所有学员学有所得。

体育青海省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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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8日，西宁市民马先生通过西宁
市某房屋信息网络平台看到A房屋中介公司张某
发布的城北海湖大道XXX小区XX房屋出售信
息，通过电话联系到A房屋中介公司的张某，张某
向马先生口头介绍了房屋的情况，张某看马先生有
购房意愿，立即联系房主王某与马先生见面，三人
相见恨晚，交谈甚欢，很快达成了购房协议，约定马
先生以100万元购买王某168m2的房屋，定金20万
元，三日后办理房屋过户手续，马先生随即通过手
机支付方式向王某支付了14万元定金，剩余定金
晚上支付，同时约定第二天早上看房。马先生回
家后，想尽快完成房屋过户，打电话给 A 房屋中
介公司的张某，这时张某告知马先生房屋被法院
查封。此后张某、王某多次向马先生保证，又以房
屋装修等欺骗马先生，从马先生处骗取购房款22
万元，合计36万元。

2019年5月，马先生在多次与张某、王某协商
无果的情况下，将A房屋中介公司、王某起诉至城
北区人民法院，最终王某退还马先生的购房款36
万元。A房屋中介公司及张某为法院依法查封的
房屋提供中介服务，违反了《房地产经纪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西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依
法进行了行政处罚。

二手房交易涉及问题较多，交易资金的安全
尤为重要。2014年西宁市出台了《西宁市存量
房交易资金监管办法》，西宁市房地产交易服务
中心专门设立了二手房交易资金监管账户。二
手房交易时买方可先将购房款存入监管账户，房
屋过户完成后，由监管账户将购房款支付给卖房
人，如不能完成过户，房款则退还给买方。本案
中如果马先生的购房款存入监管账户，就可以避
免这一起纠纷的发生。

西宁市房地产交易服务中心提醒广大市
民，在二手房交易时，一是要选择已备案的房
屋中介公司，并通过中介人员有无佩戴“西宁
市房地产经纪人员实名登记牌”和扫描二维码
获取官方认证的中介人员信息。二是为了确保
您的交易资金安全，购房款要通过交易资金监
管账户进行支付。

从一起二手房买卖看交易资金监管的重要性

本报记者 朱西全

我省群众体育亮相二青会

今年，是国际篮球比赛第三次在“篮
球之乡”——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举办。赛
事经过几年的发展，至今已发展成为我省
规格最高的一项国际男篮比赛。

为了保证此次国际比赛的执裁水平，
省篮协邀请国家一级以上裁判近 30 名，
为了让争霸赛与国际接轨，省篮球协会
特邀我国多位篮球国际技术代表参加比
赛，特邀执裁过奥运会篮球比赛、世锦
赛、CBA、WCBA 等大型赛事的国际级裁
判执裁此次赛事。

省体育局还邀请国际球员走进学校、
走进基层，和上千名热爱篮球运动的学
生、草根球员互动交流，传授球技。

省篮球运动协会主席郭永峰介绍，近

年来，我省探索“文化旅游+体育”模式，成
功举办了两届国际男篮争霸赛。赛事的
举办不仅给当地群众带来高水平、高规格
的国际篮球赛，同时通过市场化运作拉动
青海体育赛事市场，促进青海体育产业进
一步发展。

国际篮球赛已跻身我省十大国际体育
赛事之列，承办此次国际男篮争霸赛，我省
不断巩固和扩大民族团结进步伟大事业的
成果。积极接洽我省各项符合地域发展的
体育赛事，力争将此赛事打造成为青海传
统赛事传承下去，通过高水平的比赛，给观
众奉献一道高水平的篮球大餐，给广大篮
球爱好者和球迷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带
动我省篮球运动向高水平发展。

国际赛事带动篮球高水平发展

青海篮球从校园走向世界

近日，格尔木消防支队根据当前重
点工作部署，结合本地区实际，紧盯 10
类重点场所，确保不发生较大以上和有
影响火灾事故。

集中优势力量实施“精准监测”。消
防支队组织格尔木市防火监督人员对全
市商场市场、群租房、宾馆酒店、高层建
筑、“多合一”场所等 10类重点场所开展

拉网式摸排、地毯式筛查，切实掌握隐患
底数和真实情况，确保“零遗漏”，并对发
现的问题隐患建档监控、限时整改、逐一
清零。

统一社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标准。
支队分阶段、分类别、分步骤，组织召开
了宾馆酒店、易燃易爆场所、商场市场、
高层建筑、公共娱乐场所等 5 类场所消

防安全规范化管理现场会，采取“以会促
管、以会促训”推动社会单位消防安全管
理工作提档上级。

坚持监督检查与宣传教育并行。全
面开展“三自主两公开一承诺”活动的同
时，还积极协调各场所负责人利用室外
LED 屏播放消防公益视频、警示标语和
悬挂宣传横幅，以及室内设置消防咨询

台、宣传海报和张贴消防安全三提示等，
全面加强宣传造势，营造浓厚宣传氛围。

开展消防安全隐患“回头看”行动。
支队扎实开展消防安全隐患“回头看”行
动，严防 10 类重点场所消防风险“死灰
复燃”，全方位提升社会火灾防控水平，
确保全市消防安全形势平稳可控。

通讯员 郭帅帅

格尔木消防支队紧盯10类重点场所强化消防高风险领域治理
昆仑消防

清晨 6 点，西宁五四大街学院巷里，
一群年轻的姑娘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她们
就是青海师范大学女篮队员。每天清晨，
她们都会出现在这条通往师大篮球馆的
小路上。

郭慧蓉是青海师范大学大四的学生，
已是学校里小有名气的球星，她曾带领球
队夺得多座冠军奖杯。几年下来，郭慧蓉
参加很多比赛，拿了很多奖杯。

青海师范大学女子篮球队组建于1987
年，是中国大学生篮坛的一支劲旅。先后获
得全国高等院校民族杯篮球冠军，第五、第
九届CUBA总决赛全国亚军，17次夺得CU⁃
BA西北赛区冠军。在第 31届世界大学生
篮球锦标赛中，青海师大女篮代表中国参
赛，并成功闯入总决赛，最终战胜东道主法
国队，夺得第 31届世界大学生女篮锦标赛
冠军。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大学生女篮在国
际赛场上取得的最高荣誉。

如今的青海师大女篮，和这片土地上
的人民一样，有着高原民族的许多特质。
比赛中，队员个个作风顽强、斗志高昂。
在青藏高原独有的顽强坚韧、勇于拼搏精
神的支撑下，师大女篮这朵高原格桑花迎
风怒放。

青海篮球走向世界

青海师大女篮青海师大女篮在在比赛中比赛中。。

本报记者 纳玉堂 文/图

篮球成为孩子们的最爱

如今，小篮球作为一项特别时尚的运动，已进入许多孩子的生
活。在我省体育部门的大力推进下，篮球练习者日益增多，青海师范
大学女子篮球队在国内外大赛中摘金夺银，成为我省体育事业的新
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