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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U19梯队进来之前，这支U17
梯队便是申花的重点扶植对象，为此
俱乐部不仅网罗了各地的优秀队员，
还聘请西班牙籍青训教练戴维·皮利
出任主教练，胡安·路易斯任助理教
练，就是希望将欧洲先进的青训理念
带给这支队伍。而成效也是立竿见
影，这支队伍从成立之初的全国前六
的水平，到了去年已经具备数一数二
的实力，只不过距离最后的冠军始终
只差一步。主教练戴维·皮利对于亚
军一直耿耿于怀，每次遇到吴晓晖都
会说，“你放心，今年肯定给俱乐部拿
个冠军回来。”

这次青超联赛决赛是这支U17
梯队在近一年中第三次出现在决赛
场上，尽管大家都非常渴望这个冠
军，但在出征前的动员会上，俱乐部
常务副总朱骏炜还是为队员们减压，
告诉球队作为青少年队伍名次并不
是最重要的。但是全队上下还是暗
暗憋着一口气，想要拿下这个冠军。

从比赛来看，申花基本上控制了

场上的节奏，齐龙率先为球队打破僵
局，陈申吉的角球直接破门更是体现
了出众的脚法，最终球队一鼓作气拿
下了这个期盼已久的冠军。

当然，申花也非常清楚，青少年
队伍冠军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可
以出一些球星，小时候的成绩，我并
不是很看重。”吴晓晖一直在强调，

“梯队最重要的是培养人才，而不是
一味地追求成绩，追求冠军。”这支队
伍在强调整体的同时，也不乏优秀的
个体闪光，在决赛阶段比赛中，费尔
南多打入4球，体现出了很强的攻击
力，而门将肖克来提同样表现神勇，
在与恒大半决赛最后时刻扑出了对
手刁钻的任意球。

在上半年，俱乐部青训总监严翔
曾对这支U17梯队提出过两个目标，
一是希望取得青超联赛的冠军，二是
能够力争拿到代表上海参加青运会
和2024年全运会的资格。如今第一
个目标已经完成，这支冠军之师将朝
着第二个目标继续奋进。

三十年来，中信集团以中信
兴业投资集团（下称“中信兴
业”）、中信银行、中信泰富、中信
保诚基金等子公司及其分支机
构作为落地上海的主要平台，尽
心竭力为上海的发展提供急需
的资金支持，并且有针对性地投
资了多个重大项目，和这座城市
一起谱写着改革创新与发展腾
飞的华彩篇章。

尽心竭力——推动上
海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综
合开发

1988-1998年间，中信银行
上海分行积极参与支持上海大
剧院、地铁2号线、东方明珠电视
塔、上海8万人体育场、静安寺地
区开发等重大项目的建设，同时
在浦东新区的综合开发过程中，
给予了大量资金方面的支持，包
括以贷款支持浦东国际机场通
路配套工程建设等。2001年，中
信银行上海分行与上海申通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磁悬浮交通发
展有限公司举行了10亿元人民
币贷款合同的签约仪式，成为了
第一家与磁悬浮项目正式签定
放款协议的银行。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是中信
集团旗下的香港上市公司，1993
年5月，在国内基建项目融资困
难的环境下，与上海市黄浦江隧
道建设公司正式签订合作协议，
组建上海中信隧道发展有限公
司，以外资身份在境外融资（约
等于58亿元人民币的美金），通
过BOT模式投资上海市政项目建

设。在1993至1996年期间，先
后与上海相关企业通过组建中
外合作经营企业的方式，收购

“三桥两隧”项目(“三桥”即南浦
大桥、杨浦大桥及徐浦大桥，“两
隧”即延安东路隧道、打浦路隧
道)的专营权。

位于上海南京西路核心商
圈的上海中信泰富广场高 188
米，于2000年 5月落成，与梅龙
镇广场、恒隆广场形成南京西路
办公楼“金三角”。中信泰富广
场通过导入优质的企业资源、高
端的商业业态，成为上海高端商
务楼宇中的标杆。

1993年5月，中信泰富有限
公司专项建造了第一个涉外全
酒店式公寓项目——华山公寓，
通过引进新型商业业态的方式，
促进区域环境改善；随后先后开
发了中信泰富广场、老西门新
苑、中信泰富朱家角新城、陆家
嘴滨江金融城、申虹广场、中信
泰富又一城、中信泰富大厦、中
信银行大厦、中信泰富科技财富
广场等城市建设项目。

重点突破——推动上
海产业升级

自1988年开始，中信集团大
力发展对外贸易、投资实业，并
推进金融支持实业发展，经过近
30年发展，为上海外向型经济发
展、产业升级等做出了贡献。

中信兴业（时称“中信上海
公司”）通过发展对外贸易业务，
为上海的制造业企业解决了关
键机器设备、重要原料进口等难

题。当时，成立之初的中信上海
公司，就为新中华机器厂进口了

“航天牌”电冰箱用压缩机，完成
了澳大利亚 ALLwaste 公司四轮
拖拉机来件的组装业务，为上海
炼油厂代理了进口原油并加工
出口等。其从1989年开始，先后
投资了上海申富电机公司、上海
信成电真空器件公司、上海申明
箱包实业公司、上海卓多资中信
化妆品有限公司等。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也积极
为上海多家制造业企业或项目
提供资金支持。例如，以贷款支
持上海夏普空调机生产线、与外
贸企业集团上海兰生（集团）开

展合作、为上海贝尔公司浦东扩
建项目提供2000万美元贷款、参
与支持上海汽车工业发展项目、
支持上海宝钢发展、注资支持上
海船厂崇明造船基地建设等。

与时俱进——推动上
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金融作为中信集团的立业
之本，是最重要的业务领域之
一。自1988年开业之日起，中信
银行上海分行与中信兴业在多
个金融领域开始了探索与创新。

成立之初的中信银行上海
分行凭借鲜明的业务特色、灵活
的运营模式、超前的服务和管
理，为上海的金融界注入了新的
活力，在总行领导下，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夯实银行基础业务，
同时以“对公业务”、“外汇业务”
等作为重要突破点，发挥差异化
竞争优势，逐步打开了局面。

在对公业务、外汇业务等建
立优势之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
积极探索零售业务、金融市场业
务等新领域，逐渐向综合性方向
发展。经过近三十年经营发展，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已成为年营
业收入50亿元、自营存款近2000
亿元、表内外综合融资超3000亿
元的现代商业银行，在发展规
模、市场地位、风险管理、业务创
新等方面，均获得长足进步。

中信兴业成立后陆续发展
了存款、信贷、委贷、期货、信托、
租赁、信用担保、证券等金融业
务。1988 年，中信兴业取得经
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和经营外汇

业务许可证，大力发展了存款、
信贷和委贷等金融业务，而后进
一步拓展了期货及证券业务，并
于 1991 年 4 月，成立了中信系
统第一个证券营业部——中信
上海公司证券营业部。后期，中
信兴业由综合性公司向资本运
营型公司转变，逐渐精简业务版
图，以产业投资为主；而金融板
块，经历了创建、重组、移交之
后，只保留了中信期货有限公
司、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两家
公司股权。

在基金业务领域，2005年 9
月，中信集团联合“世界500强”
金融集团英国保诚集团在上海
发起成立了中信保诚基金，意
味着金融业首个跨业合资品牌
诞生。

作为中信集团在沪唯一的
资产管理机构，该公司具备权
益、固收、量化、投行、国际、多策
略与组合投资6大业务板块，涵
盖了市场上公募基金的主流投
资能力。公司积极践行普惠金
融职责，服务个人投资者456万
名、机构投资者 1 万家。2007
年，公司成为韩国第一只投资于
中国A股市场的开放式基金——
保诚中国龙 A 股基金的投资顾
问，是国内早期为QFII提供投顾
服务的基金公司之一。目前，该
基金公司已发展成为一家管理
资产规模超过2000亿、长期投资
业绩领先的综合性资产管理公
司，成立以来荣获各类奖项60多
个，资产管理规模增速连续三年
超过50%。

砥砺奋进30载 做好上海经济发展“助推器”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原称
中信实业银行上海分行）以个
人外汇储蓄业务在客户中赢
得信誉，在上海创出了“存外
币、找中信”的服务品牌。

广告

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

本报讯“临港杯”2018 UIM世
界XCAT摩托艇锦标赛中国系列赛上
海站将于今年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14 日在上海临港南汇新城滴水湖
西岛举行。XCAT 摩托艇世界锦标
赛是目前世界上专业程度最高、最

刺激和最有吸引力，观赏性排名第
四的国际 A 赛事，也是全球摩托艇
赛事当中，参与国家及赛艇数量最
多的赛事。

本次赛事期间将共有来自法国、
意大利、澳大利亚、俄罗斯等世界各
地的12个顶级职业动力艇队，近200
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加比赛。

世界摩托艇锦标赛亮相临港

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

本报讯 中国观众对费德勒的热
情从未减退，但毕竟岁月不饶人，37
岁的老天王在上海的卫冕之路确实
举步维艰。休息了不到24小时后，费
德勒昨晚回到旗忠网球中心的中央球
场，对垒西班牙球员阿古特，与前一天
相仿，比赛也是苦战3盘，直到决胜盘
第9局时，阿古特终于出现疲态，被费
德勒抓住了宝贵的破发机会，并且以
6：4拿下决胜盘，2：1的总比分晋级，今
晚费德勒将面对日本名将锦织圭。

比起德约科维奇的一路轻松过
关，费德勒这两场球打得都很艰苦，
阿古特昨晚展现了出色的发球威力，
从第二盘起连续保住了8个发球局，

并在第二盘连破费德勒两个发球
局。费德勒的正手状态依然不佳，体
能状态也不是很好，不过关键时刻，
丰富的经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决胜盘中，阿古特或许是受到
了心态的波动，失误开始增加，被费德
勒抓住机会成功破发。接下来的胜赛
局中，阿古特完全失去了抵抗力，被费
德勒轻松拿下。在这样的拉锯战中，
费德勒显然保持着更平稳的心态，也
更善于抓住对方的纰漏。可即便上海
是费德勒的主场，“奶粉”们对费德勒
无比支持，也不得不接受迈入职业生
涯晚期的费德勒状态已经在下降，比
赛打得也越来越挣扎的现实。费德勒
需要用他宝贵的经验来应对一道又一
道的难关。

依旧艰苦，费德勒依旧晋级

申花U17青超联赛夺冠

五年积淀 青训布局终见成效
■天下体育

在昨天下午结束的2018青超联赛U17组决赛
中，申花以2：1战胜梅州客家夺得冠军。随着U19梯
队已经开始进入一线队，U17梯队也不甘落后获得了
青超联赛的冠军，申花用五年时间搭建起来的青训梯
队，如今已经开始见成效。 青年报记者 蔡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