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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籃協近日公布，CBA（中國男籃職業聯賽）
目前有 7 名外援沒有工作簽證就來中國打波，意味着
這 7 名外援的這種行為等同於「打黑工」；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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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打黑工」的行為，籃協居然給予認可，在
過去的兩輪比賽中，這 7 名外援都代表
各自球隊出戰。

■浙江廣廈的霍爾曼
浙江廣廈的霍爾曼（
（左二
左二）
）在
5 日的比賽中上陣
日的比賽中上陣。
。
新華社

中

籃協同時還指，在新疆名
單中的一名台灣球員陳昱
翰，沒有護照和合同不能完
整註冊。福建的美國籍主帥
普拉達也沒有工作簽證，而
遼寧的兩個助教黑山籍的米
哈羅和西班牙籍的佩雷除了
沒有工作簽證，還缺少就業
許可證。
據報稱，這 7 名外援大部
分都是持旅遊簽證或商務簽
證，但如果他們想代表 CBA
球隊參加今季比賽，必須持
有工作簽證才行。故此，以
上這 7 名外援或許將會全部
回鄉辦理工作簽證手續。

籃協新政 難換外援
籃協其實早在今年 8月份便下發了《關於辦理
外籍及港澳台運動員、教練員註冊工作的程序
及要求公示的通知》。通知中明確規定外援必
須提供的證件：「外籍及港澳台運動員、教練
員持有簽證機關簽發的工作簽證及外國人就業
許可證。」對於證件的辦理，
籃協也有具體規定：「俱樂部
可選擇自行辦理工作簽證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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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許可證，亦可通過中國籃球
協會推薦的資質機構代為辦
理。」
這與以往 CBA 外援只要持旅
遊簽證或商務簽證就可以入境
打球的要求有了很大的改變。
基於這樣的改變，上賽季總決
賽中新疆隊在與北京隊的第6場
比賽前緊急更換外援的做法已
經很難再實現了，因為辦理上
述兩個證件需要比較長時間的
流程和手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山東悍將睢冉在一
次比賽拚搶中意外受傷。賽
後，他在自己的微博中將受
傷歸咎於球鞋，易建聯也發
微博力挺，並呼籲籃協應把
選鞋權利歸還給球員。
「憑甚麼球員不能自己選
■ 易建聯穿着大會指定球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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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CBA 誰管我！憑
甚麼！我們球員永遠都是最底層。」儘管，他很快就刪除了
這條微博，但又馬上更新道，「能求求你籃協讓我們自己交
罰款嗎……我這損失誰來補！球隊損失誰來補！我真的很傷
心！球隊輸球！我還重傷！求你們了。」
其後易建聯轉發了睢冉的微博並寫道，「維護聯賽，贊助
商的利益的前提可否先保障球員的基本利益。每個球員的身
材體重運動特點都不一樣，選擇自己合腳的鞋子應該是球員
最基本的權利。因為這樣的事情受傷了。球員自身損失，球
隊損失，聯賽質量也受影響，能否考慮把這基本權利歸還給
各個球員。」
根據籃協規定，新賽季只有 8 個特許貼標鞋名額開放給球
員，允許這些球員在訓練和比賽期間穿着非聯賽贊助商的指
定球鞋，但須對這些品牌球鞋的標識進行完整遮蓋。其他球
員則一律要穿聯賽指定球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傅博：國奧將強陣出征四國賽
由巴西、澳洲、韓國和中國 U22（22 歲以下）男
足奧運國家隊參加的四國邀請賽將於 14 日在武漢打
響。在賽事主辦方 6 日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中國
國奧隊主帥傅博表示，四國賽對手實力非常強，中
國國奧隊將派出球隊成立以來的最強陣容迎戰。

經歷仁川亞運會失利後，國奧上下承受了不小的
壓力，通過這項比賽重新贏回信心，為接下來的里
約奧運預選賽做好練兵準備，成為全隊上下的共同
期望。目前，國奧隊員已在武漢集結，開始集訓備
戰。
本期集訓國奧
隊共徵召 27 名球
員，其中包括缺
席亞運會的 5 名

2014 年花滑中國盃昨天在上海開戰，日本 19 歲的冬奧
會男單冠軍羽生結弦本賽季將首次亮相花滑大獎賽，他將
遇到本土作戰的衛冕冠軍、18 歲的閆涵的強有力挑戰。
今年的花滑中國盃又回到了上海的東方體育中心舉行，而
去年賽事被放在北京，比賽將迎來 12 個國家的超過 50 位
世界頂尖高手，他們將全力以赴，為了進軍 12 月在巴塞
羅那進行的大獎賽總決賽而努力。
女單項目高手很多，16 歲的奧運冠軍利普尼茨卡婭是
最大熱門，她的同胞，18 歲的圖克塔米謝娃是其最大對
手，她在美國站憑借 5 個三周跳和 3 個四級旋轉獲得第三
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雙星閃耀環太湖賽
2014 年環太湖國際公路自行車賽 7 日戰罷第七賽段，
隨着中國公路自行車希望之星馬光通取代澳洲車手傑西穿
上「青年最佳」藍衫，象徵「大中華最佳」的紅衫則繼續
歸屬於馬光通的隊友王美銀，兩位中國車手同時登上領獎
台，自環太湖賽事創立以來尚屬首次。目前總成績第一，
以及衝刺積分第一的澳洲車手塞繆爾認為，中國自行車運
動近年來發展速度迅猛，王美銀、馬光通算得上是這一過
程的最好見證。
■中新社

「「註 冊 門」」升 級 滬 男 籃 訴 諸 法 律

或須全部回國辦證

其中，重慶男籃昨天就宣布，該隊的亞洲外
援卡茲米於今天回國辦理簽證，預計需時 7 到
10天，這意味着他將缺席至少三場比賽。

易建聯呼籲：：還球員選鞋權

國籃協近日宣布 CBA 有 7 名外援目前沒有
工作簽證，他們是重慶隊的卡茲米、同曦
隊的卡姆拉尼、吉林隊的馬丹利、廣廈隊的霍
爾曼和富蘭克林、福建隊的費舍爾和哈靈頓。
因為沒有工作簽證，所以這意味着這 7 名外援是
在中國「打黑工」。但在過去的兩輪比賽中，
這 7 名外援都得到籃協認可，分別代表各自球隊
出戰。

CBA 「 註 冊
門」事件再度升
級。上海東方籃
球俱樂部已經委託
俱樂部代理律師，正式
向中國籃協發出律師函。
據悉，律師函分為四個部
分，分別就北京奧神退出中國籃協註
冊、吳冠希與北京奧神之間的勞動關係
解除、吳冠希的球員註冊以及北京奧神
所謂的球員「轉會」等事宜，詳盡闡述
了上海東方籃球俱樂部的立場、觀點和
法律法規依據。
最後，律師函明確指出：「上述不構
成對上海東方籃球俱樂部任何權利的放
棄，所有權利均在此保留。」而這封律
師函的收件人正是中國籃球協會運動隊
管理部負責人葉慶暉。
目前，包括上海男籃、奧神俱樂部、
北京男籃以及籃協等各方就「註冊門」
事件各執一詞，並沒有達成共識的趨
勢。
業內人士表示，上海男籃正式發律師
函給中國籃協，表明前期雙方在「註冊
門」事件的溝通上分歧比較大，不得不
「升級」為通過法律途徑來協調解決。
「這是好事，推動着體育事業、產業沿
着規範化、法制化的道路不斷前行。」
這位不願具名的籃球業內人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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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魯能球員。此外，李源一、徐新、葉爾傑提
與高準翼四名海歸球員也全部在名單當中。傅博
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從球員的情況來看，這是我
們這支球隊成立以來的最強陣容，無論是之前的
U22 亞洲盃，還是土倫盃、亞運會的陣容都沒有
這次齊整。
傅博針對此次四國賽形勢分析稱，對手實力都非
常強。這個年齡段的韓國隊在亞青賽上贏過中國，
他們還參加過世青賽，大賽經驗更豐富；澳洲隊身
體很強壯，對國奧是一個考驗，「至於巴西隊，毫
無疑問是世界勁旅，實力肯定在我們之上」。
針對這支國奧隊成立以來，多次大賽成績不理想
的情況，効力杭州綠城的武漢籍國奧隊員馮剛在
發布會上說，我們的隊伍非常需要勝利，只有勝
利才能讓我們這些隊員更有信心，「我的隊友和
我一樣非常珍惜這次比賽機會」。
根據賽程安排，國奧隊將在 14 日首戰韓國隊，
16日與澳洲隊交鋒，18日迎戰巴西隊。
■新華社

納比將親赴巴西 邀干卡回歸
就在簡拿華路簽約成為中超廣州恒大執行主帥之
初，恒大隨即宣布了下賽季外援的商務運作將全部由
俱樂部自己團隊完成，不再由「小納比」大衛納比團
隊負責。至於轉任恒大技術總監的納比將在本月底開
啟自己的巴西之行，此前有媒體爆出納比此行的目的
是接觸甘索等巴甲潛力中場，但就目前看來，納比極
有可能密會「天體之王」干卡，與其商量回歸天河一
事。
納比已深知為前鋒艾傑臣尋找一名默契中場的重

要性，並且付諸行動，但考慮到迪亞文迪在恒大表現
失色的慘痛教訓，納比巴西之行的神秘任務就是密會
去年重返巴甲、如今狀態依舊出色的昔日恒大核心干
卡，畢竟干卡曾帶領艾傑臣一起問鼎了亞冠冠軍，而
干卡對納比，對艾傑臣，對恒大也更加熟悉，這也是
納比扭轉引援頹勢的捷徑。
不過眾所周知，干卡在恒大効力期間就曾多次想提前
結束中超生涯，返回巴甲，由此不難想像如今在巴甲如
魚得水的阿根廷人回歸難度之大。
■記者 梁啟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