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还有多少悬念？

187

埃尔克森中超总进球数达 103个排名首位
巴图吉日嘎拉
夺柔道金牌
◇晨报融媒首席记者 邢占国
本报讯 8日，第 18届世界警察
和消防员运动会在成都开幕，这项被
称为“警察消防员奥运会”的体育赛
事首次登陆亚洲、来到中国，共有 79
个国家和地区的万余名警察和消防
员相聚成都，共享欢乐与荣耀。
在 10日下午结束的男子柔道负
100公斤级比赛中，
来自呼市公安局赛
罕区分局刑警二中队的民警巴图吉日
嘎拉战胜蒙古国选手，
勇夺金牌。

◆巴图吉日嘎拉
（图片由赛罕区公安分局提供）

在 11日晚间进行的中超焦
点大战中，恒大反客为主 3：1战
胜国安，领先后者已达 7分。在
联赛只剩下最后 8轮的情况下，
冠军悬念已越来越小了。

恒大 13连胜直奔冠军而去
进入夏季以来，国安、上港两
队先后受阻，恒大则保持着异乎
寻常的稳定，不断刷新着队史连
胜纪录。本轮上港继续陷入瓶
颈，客场战平富力后，他们在联赛
中已经连平了 4场，在恒大尚未
完成本轮比赛时，就已落后恒大 5
分。如此，继续保留冠军悬念的
任务就落在国安身上。如果他们
能够在主场阻击恒大，两队分差
将只有 1分，最终鹿死谁手还很
难预料。
在三甲球队之间，谁赢谁都
很正常。上半程联赛中，他们在
相互交锋中就形成了连环套，均 1
胜 1负。下半程形势有所变化，
但主场作战的国安仍有资本与恒
大抗衡。虽然在第 10分钟刘欢
乌龙助攻，恒大的第一脚射门就
由保利尼奥得分，但只用了 6分
钟，张玉宁就接于大宝头球摆渡，
头槌破网扳平了比分。
第 50分钟巴坎布击中门柱，
被视为比赛的转折，国安错失了
领先机会，却被埃尔克森迅速破
门，再次落了后手。这一阶段，国
安并未跟上恒大的变化，也因此

陷入被动。第 59分钟，埃尔克森
助攻杨立瑜，为恒大扩大比分并
锁定胜局。
赢得本场比赛后，恒大已实
现 了 联 赛 13连 胜 ，追 平 鲁 能 在
2006赛季创造的纪录。同时，实
现了客场 10连胜，追平了自身在
2015赛季创造的纪录。国安的
主场连胜则被终结，这也是本赛
季工体首次被攻陷。本轮之后，
国安落后恒大 7分，争冠希望变
得渺茫。作为半程冠军，国安迅
速滑落到现在的地步，是一件非
常让人遗憾的事情。
在二次转会中从上港重返恒
大的埃尔克森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轮进球后，他的中超总进球数
已达到 103个，超过了武磊，成为
中超历史上的第一人。

人和希望渺茫，
天海决战深足？
恒大领先优势明显，而对比
第 二 集 团 ，第 一 集 团 的 优 势 更
大。鲁能客场完胜河北华夏后，
领先苏宁、一方 6分，第四的位置
坐得非常稳。但往前看，他们仍
落 后 上 港 13分 ，几 乎 不 可 能 追
上。如此，恒大、国安、上港基本
上都锁定了亚冠名额，至于第四
个名额落于谁手，悬念比争冠还
要大一些。
这首先取决于足协杯冠军的
归属。目前，上港、鲁能、一方、申
花都有机会，其中最被看好的当

然是上港，论整体实力，他们是四
强中最强的一个。在联赛争冠希
望越来越小的情况下，上港对于
杯赛冠军的渴望也可以想见。不
过，足协杯半决赛是单场定胜负，
存在着比较大的偶然性，上港能
不能闯过鲁能这一关，
尚存疑问。
如果鲁能或上港夺冠，亚冠
名额就归于目前中超排名前四的
球队；如果一方或申花夺冠，鲁能
的中超第四就是个鸡肋。当然，
最终哪支球队能排在第四位，也
存在变数。鲁能只是领先优势大
一些，还并未彻底断了苏宁和一
方的念头。
相比于亚冠名额之争，更受
关注的是保级大战。人和本轮又
输给了建业，已连续 10轮不胜，
而且，10轮中只拿到了 1分。落
后倒数第三的天海 5分已是个不
小的差距，从人和的势头来看，现
在基本上没有希望。
第二个降级名额很有可能在
天海与深足间产生。由于天气原
因，深足经历了上海一夜游，又回
到了深圳，与申花的比赛被推迟
进行。这对他们是个机会，日后
如能赢下比赛，就能反超天海。
不过，天海近期的顽强表现还是
很让人刮目相看。本轮他们战平
了 重 庆 斯 威 ，已 连 续 4轮 不 败 。
自救的决心将成为天海努力保级
的重要保障。
据《半岛晨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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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铃古道丝绸路 跨境金融谱新篇
——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加快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质效
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
风。
内蒙古地处“中蒙俄经济走廊”
核心腹地，在国家“一带一路”经济战
略部署中占据重要地位，一直以来，
中国银行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打造“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的
战略要求，这是中国银行对“一带一
路”倡议做出的正式宣言，也是“建设
新时代全球一流银行”的最佳诠释。
近年来，中国银行积极推进内蒙
古经济向北开放、服务中俄蒙经济走
廊、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跨
境金融服务质效，通过依托全球化的
清算网络优势和特色边贸业务，率先
开办了蒙图现钞调运业务，以服务中
蒙俄经贸合作为主旨，自觉融入国家
和自治区改革开放的战略格局，发挥
国际化银行的专业优势，争做内蒙古
“一带一路”建设的
“金融先行军”。
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布局，为中蒙
俄经济走廊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习总书记在访问蒙古国时指出，
中蒙双方将坚持矿产资源开发、基础
设施建设、金融合作“三位一体、统筹
推进”的原则，加强中蒙经济领域合
作，
扩大双边本币互换规模，
在访问俄
罗斯时也指出，中俄关系提升至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极大促进
内蒙古边贸地区人民币与蒙图、卢布
清算业务的发展。在此新形式下，中
国银行内蒙古分行积极抢抓战略机遇
加快中蒙俄本外币清算业务发展：
一是打通蒙图缴运资金清算渠
道，实现蒙图现钞直接跨境缴调。为
充分发挥中国银行乌兰巴托代表处

业务发展桥头堡作用，扩大与蒙方商
业银行的金融合作范围,在国内同业
率先开启了蒙图现钞直接跨境调运
之门，并于完成首笔一亿蒙图现钞调
运业务，解决了蒙图现钞库存不足的
问题，为中蒙客户带来极大的便利和
实惠，进一步推进了蒙图与人民币兑
换的进程，并为内蒙古融入“一带一
路”发展战略和二连浩特市开放开发
带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二是依托内蒙古区位优势，搭建
对蒙资金清算高速公路。中国银行
内蒙古分行率先开办了中蒙本币互
换协议项下蒙图业务，并先后与蒙古
国 6家商业银行开立代理清算账户，
搭建起中蒙本外币资金清算的主渠
道，为更好的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
略部署，以策克、甘其毛道、二连浩
特、满洲里等口岸城市经济带为契
机，为自治区企业走出去提供本外币
资金结算、授信资金支持等一揽子金
融服务，为自治区向北开发开放和中
俄蒙经济走廊建设提供专业的金融
服务。2018年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
对蒙国际结算量达到 4.
8亿元，资金
清算量达 7.
6亿元。
三是中国银行率先开通中俄人

民币、卢布清算资金的双向快车道。
2018年中俄双边贸易额突破 1000
亿美元，为满足日益扩大的中俄经贸
往来，中国银行以一带一路建设同欧
亚经济联盟对接为契机，主动而为搭
建中俄卢布清算资金主动脉，以俄罗
斯中行为桥头堡，第一时间开立卢布
清算账户，并同俄方主要商业银行建
立了人民币同业清算账户，构筑了人
民币、卢布资金清算的双向快车道，
实现了中俄边贸清算渠道的互联互
通，为自治区中小企业搭船出海提供
了新引擎。
依托跨境人民币高速公路，持续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一是构筑中国银行特色的跨境
人民币支付体系。中国银行内蒙古
分行依托人民银行 CI
PS跨境支付高
速公路，建立了“代理行模式、清算行
模式以及边贸账户行”三位一体中国
银行内蒙古分行特色跨境人民币清
算体系，实现了跨境人民币资金的当
日到账，2019年中国银行内蒙古分
行累计通过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
CI
PS清算人民币 9.
86亿元，极大了
满足了客户跨境人民币的结算需求。
二是全力推进人民银行跨境人

民币支付系统的推广。中国银行内
蒙古分行全力推动人民银行跨境人
民币支付系统（CI
PS
）间参行营销工
作，并成功营销蒙古国 6家主要商业
银行及包商银行、内蒙古银行成为我
行 CI
PS间参行，中国银行作为 CI
PS
直参行，代理间参行共有 223家，分
布在全球 3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代
理境内间参行 177家，代理境外间参
46家，境内行占比 79%，境外行占比
21%，搭建了覆盖全球的跨境人民币
清算网络；成功推动跨境人民币自动
转汇系统在我行的投产落地，有效提
升跨境人民币清算效率，减轻账户行
手工转汇业务压力，降低操作风险。
CI
PS搭建了一个将人民币跨境支付
结算渠道和资源进行整合的高效自
有清算平台，以集中清算渠道，覆盖
全球时区，实现 7 24小时资金清
算，达到支付、清算的高效便利，为客
户为参与者提供流动便利性，增强市
场主体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意愿，
实现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
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将依托内
蒙古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以二连浩
特、满洲里边境口岸城市为辐射，以
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为契机，秉承
“建设新时代全球一流银行”的发展
战略，将继续深度参与内蒙古经济向
北开放，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部
署，围绕跨境人民币清算、中蒙俄本
币互换、卢布蒙图清算渠道搭建等方
面继续发挥中国银行专业优势，为中
蒙俄经贸合作和自治区经济发展贡
献力量，助力内蒙古经济腾飞。
（杨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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