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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长》开机
将来渝拍摄，今年国庆上映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
者 孔令强）备受关注的电影《中国机
长》终于开机了！昨日下午，重庆晨报·
上游新闻记者获悉，由刘伟强执导、张涵
予、袁泉、杜江、欧豪等主演的电影《中国
机长》正式在无锡开机，电影改编自重庆
籍英雄机长刘传健及其机组“5·14”备
降事件真实经历，预计将于2019年国庆
档与观众见面。

记者在开机现场图片上看到，博纳
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导演刘伟强、主演
张涵予、杜江、欧豪等人都出席了开机仪
式。虽然外面都套着厚厚的羽绒服，但
从领口看，各位演员都已经穿上了机长
和乘务员的服装，开机仪式后即将进行
紧张的拍摄工作。根据《中国民航报》的
消息显示，重庆机场集团参与了民航局
召开的电影《中国机长》协拍工作会议，
《中国机长》的主创团队也曾到重庆完成
了实地勘景、选景和数据采样的工作，电
影将会来到重庆取景拍摄。

2018 年 5 月 14 日 ，四 川 航 空
3U8633航班在从重庆飞往拉萨途中，
驾驶舱风挡玻璃破裂并脱落。凭借过
硬的飞行技术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以及
空管、机场等各方密切配合，机组成员
驾驶飞机安全备降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所有乘客平安。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其
返航备降的难度堪称“世界级”，是全球
民航史上的奇迹。重庆籍机长刘传健
被授予“中国民航英雄机长”称号，机组
全体成员被授予“中国民航英雄机组”
的荣誉。

刘伟强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以前中
国电影从来没有拍摄过这样的题材，当
知道将由他来执导《中国机长》的消息
后，“每天24小时都在想怎么拍，一定
不要辜负大家对这部电影的期望。”主
演张涵予则说到，“能够扮演中国民航
的英雄机长，我很自豪。这个角色不好
演，因为全世界都对这位机长很熟悉，
大家也都知道这件事，这对我们创作是
有难度的。”

于冬在现场透露，《中国机长》将争
取在2019年9月30日上映。

明晚，有24支球队参加的第17届亚洲杯足
球赛将在阿联酋拉开战幕，根据日程安排，中国
男足将于7日晚上迎来与吉尔吉斯斯坦的首场
比赛，11日、16日将分别迎战菲律宾和韩国。

在2日晚，中国国足结束了亚洲杯前最后一
场热身赛，以5：3战胜了阿联酋联赛队伍阿布扎
比统一。面对即将开始的亚洲杯，国足队员的
心态显得十分放松，昨日，张琳芃还在微博上晒
出了自己与武磊、吴曦在酒店房间内玩头球接
力的视频。

作为目前亚洲排名第七的球队，如果中国
男足想要保住2022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种子
队的资格，本届亚洲杯最少要打进八强，而目前
的现状是，国足是本届亚洲杯平均年龄最大的
球队，也是没有一名海外球员的六支国家队之
一，虽然同组的吉尔吉斯斯坦、菲律宾实力不
强，但国足的任务并不轻松。

中国等六支球队没有“海归”

亚洲杯开战在即，全部24支参赛队已经提
交了23人名单，这552名球员将在接下来的一个
月时间里为亚洲的最高荣誉而战。

从24队的报名名单看，有18支球队中或多
或少的都拥有海外球员，即在本国联赛之外踢
球。而中国队与阿联酋、印度、越南、沙特和卡
塔尔这六支球队，则全部由在本土踢球的球员
组成。

由于张玉宁在荷甲并没有打上正式比赛，状
态不能得到保证，此次里皮没有召他入队。

在全部552名报名球员中，共有74人在欧洲
踢球，其中在五大联赛踢球的有16人。其中澳大
利亚队的海外球员最多，达到了17人；日本队居
次席，共有12人；伊朗队共有9人，排名第三。

而令中国足球尴尬的是，在同组对手中，吉
尔吉斯斯坦都有5人在欧洲踢球，菲律宾队也拥
有3人，韩国队此次招入了7名旅欧球员，其中孙
兴慜因为英超赛程紧张，将错过前两场小组比
赛，预计将在与国足的最后一场比赛中出现。

令人吃惊的是，巴勒斯坦队还从阿根廷、智
利等国的联赛召回了3名球员，让亚洲杯第一次
出现了在南美洲顶级联赛中效力的球员。

虽然参赛球队增加了，但效力于欧洲最高
水平的五大联赛的亚洲球员由四年前的19人，
变成了本届的18人。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欧洲五大联赛对球
员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国球员出国踢球的
竞争压力也进一步增大。

总身价排第六，平均年龄排第一

德国转会市场近日公布了24支参赛队的总
身价，日本队和韩国队并列总身价最高，都是
8473万欧元，身价榜第三名的伊朗队（5820万欧
元）与日韩相差甚远，第四名的澳大利亚队
（3715万欧元）总身价甚至不到日韩的一半。

虽然日韩两队的总身价持平，但韩国一哥
孙兴慜一个人的身价就达到了5000万欧元，差
不多占了全队总身价的60%；第二位是黄喜灿，
身价则只有750万欧元。日本队最高身价的球
员则是1350万欧元的中岛翔哉，其次为武藤嘉
纪（900万欧元）。

在亚洲杯球员身价Top20中，韩国球员只
有3人，日本球员则有9人之多，很明显，日本队
的整体实力更加均衡，而国足以1580万欧元的
总身价在身价榜上排第六位。

另外一个抢眼的数据是，国足平均年龄
29.3岁，是本届赛事“最老”的球队，越南队则以
23.13岁成为本届亚洲杯赛上平均年龄最小的
球队。

相比之下，日本队已经基本完成了更新换
代，香川真司、冈崎慎司、川岛永嗣、乾贵士等老
将甚至都没能进入最终名单，30岁以上的球员
只有4人，平均年龄降到了26.9岁，而韩国队平
均年龄更小，只有26岁。

而国足中，郑智（1980年8月20日）最大，刘
奕鸣（1995年2月28日）最小，30岁以上球员达到
10人，还有7名球员年龄是29岁，目前的中超射
手王武磊明年也要满29岁，即将卸任的里皮通
过征召老队员来取得一个好成绩的愿望不难理
解，但如此青黄不接的状况，无疑是打脸了执行
两年多的U23政策。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汤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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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中国体育彩票事业健康发展，
推动体育彩票公益金宣传工作的制度化、
规范化建设，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体
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宣传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促进了体育彩票公益金
各项宣传工作的有效落实。

据悉，此次印发的《办法》，是根据
2014年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体育彩票公
益金资助项目宣传管理办法》做出的修订
版。为进一步落实公益金筹集、管理和使
用部门职责，更好地组织和推进公益金宣
传工作，结合4年来各省市落实公益金宣
传工作的实际情况，综合汇总全国多个省
市体育彩票机构提出的建议后，国家体育
总局对《办法》进行了修订。

根据修订的条款内容显示，此次《办
法》修订重点围绕完善公益金资助项目的
信息公开规范、公益金资助项目宣传工作
的监督检查机制、进一步强化体育彩票机
构在公益金宣传工作中的作用、规范体育
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标牌设计等内容。

明确管理机制 规范信息公开
《办法》（2014）要求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应

当建立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管理、使用、宣传
联席工作机制，新修订的《办法》增加了“督查
机制”，完善公益金管理过程，形成管理闭环。

修订《办法》要求，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应
当将资助项目宣传工作纳入体育彩票公益金
分配、管理、使用全过程，建立体育彩票公益
金分配、管理、使用、宣传、督查联席工作机
制，并定期研究资助项目宣传工作。

修订《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公益金使用部
门和资助项目实施单位在公益金使用信息公
开方面的时间、内容要求，相比原条款更具
体、更细化。修订《办法》在第六条提到，每年
6月30日前，接受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的企
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即“项目实施单位”），应
积极进行体育彩票公益金宣传，向社会及时、
准确公布上一年度公益金使用的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资金额度、项目联络人、项目时间
及其他有利于体现项目效果的文字、图片、影
像资料等信息。

修订《办法》新增条款明确了公益金使用
部门和资助项目实施单位公开公益金使用信
息的方式和渠道，更有利于制度的执行和监
督。修订《办法》第七条要求：每年6月30日
前，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和各项目实施单位应
当在本部门、本单位门户网站以及至少一家
当地主流传统纸质媒体上发布上一年度体育
彩票公益金使用公告以及公益金资助项目信
息。下级体育主管部门无门户网站的，可由
上级体育主管部门或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代为
发布信息。项目实施单位无门户网站的，可
由相关体育主管部门网站以及当地主流传统
纸质媒体代为发布信息。体育彩票机构应积
极在本单位门户网站上转载各公益金资助项
目的公告信息。

修订《办法》细化了公益金资助项目宣传
工作机制。第八条要求：各级体育主管部门
应当牵头组织项目实施单位与本级体育彩票
机构建立公益金资助项目使用宣传工作报告
制度。

修订《办法》明确，公益金资助项目使用
宣传情况内容包括:项目实施单位公益金宣
传计划和实施方案的完整性、公益金资助项
目信息公布情况、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
宣传工作开展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公益金项

目的资金使用数据、宣传方式、宣传内容以及
宣传效果评估等。

修订《办法》指出，体育彩票机构应根据
项目实施单位公益金使用宣传方案制定工作
评估标准,配合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部门工作。

细分使用方向 明确惩罚措施
按照体彩公益金在体育领域不同的使用

方向，修订《办法》第十、十一条分别明确了使
用体育彩票公益金建设的设施、器材以及在
体育彩票公益金全额资助或以公益金资助为
主开展的活动中进行宣传的权益。

修订《办法》要求，使用体育彩票公益金
建设的体育场地设施和购置的体育健身器
材，各类运动及比赛场馆设施，体育彩票公益
金资助的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单
位，体育彩票机构应当与项目实施单位沟通，
共同制作标牌。项目实施单位应在设施和器
材上安装中国体育彩票标志，在场地设施和
健身器材现场显著位置设置“中国体育彩票
资助”标牌，并为体育彩票机构提供不少于广
告面积1/4的资源，用于体育彩票公益金宣传。

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及项目实施单位应采
购规范设计并安装体育彩票资助标牌的器材。

修订《办法》要求，体育彩票公益金全额
资助或以公益金资助为主开展的全民健身活
动、青少年体育活动、各类竞技体育竞赛和训
练保障活动，以及由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开
展的全民健身法规、科研、宣传工作，项目实
施单位应将“中国体育彩票”作为活动冠名。

在活动现场显著位置设置展示“中国体
育彩票资助”宣传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横幅、
路旗、广告牌、资助标牌等，并将活动举办地
的同级体育彩票机构列为组委会组成单位或
参与单位。体育彩票机构应当主动参与现场
活动，宣传体育彩票公益形象。

修订《办法》的罚则条款明确，对第十条、
第十一条所述规定，项目实施单位未按要求
执行的，将由体育主管部门给予限期整改、通
报批评、酌情核减资助项目资金等处分。

修订《办法》第十二条要求，各级体育主
管部门应将体育彩票公益金宣传纳入本部门
年度体育彩票管理工作内容，要对项目实施
单位履行宣传义务的情况进行考核，并作为
下一年度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立项审核的重
要依据。在考核项目实施单位履行公益金宣
传义务时，应充分听取体育彩票机构的意见。

对于没有达到公益金宣传工作要求的项
目实施单位，负责审核该单位资助项目申请
的体育主管部门可以给予限期整改、通报批
评、酌情核减资助项目资金等处分。

响应政务公开 树立公益形象
加强彩票公益金宣传是切实提高工作规

范化、制度化的需要。修订《办法》明确了各
级体育彩票公益金的管理部门、使用单位和
销售机构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工作程序和宣
传规范，明确公益金使用宣传工作的具体内
容，使体育彩票工作达到发行、使用、宣传“三位
一体”的有机结合，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制定并修订《办法》，加强彩票公益金宣
传是贯彻落实《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和《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等相
关制度的具体措施。《办法》修订后，对统筹体
育彩票公益金管理部门、使用单位和发行销
售机构的职能分工，结合体育彩票管理工作
实际，对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宣传的部门职
责、工作机制、监督检查等方面进行梳理、具
体落实有了政策依据。修订《办法》，完善公
益金使用宣传监督机制，是推动提高公益金
使用效用的工作举措，也是满足民众知情权，
响应政府政务公开有关规定的具体体现。

细化项目宣传规范 完善监督检查机制

国家体育总局修订
《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宣传管理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