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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舉行的 2014 年中國足
在球協會職業聯賽總結會上，

中國足協職業聯
賽理事會執行局局長馬
成 全 日 前 表 示 ， 2014
賽季中超聯賽場均觀
眾達到創紀錄的 1.9

馬成全說，2014賽季中超聯賽現
場觀眾總人數455.6萬，場均1.9
萬人，創歷史新高，而去年分別
是 445.6 萬人和 1.86 萬人，場均
人數超過了日本J聯賽（日職）的

萬人。

1.72萬人。場均上座前三名是廣州恒
大（4.22萬）、北京國安（3.94萬）
和哈爾濱毅騰（2.61萬）。中甲聯賽
現場觀眾總人數127.1萬，場均5297
人，較之去年也有增長。
馬成全還提到了中超聯賽的淨比
賽時間——53 分 23 秒，少於去年的
53 分 53 秒，與英超的 60 分鐘差距
較大。分析原因時，他認為，首先
是裁判哨聲過多，比賽間斷多；其
次是個別隊伍故意拖時間，倒地不
起等。

淨比賽時間減少

■北京球迷對己隊的支
持一目了然。
持一目了然
。 新華社

中超公司全面接管聯賽
中國足協職業
聯賽理事會執行
局局長馬成全 21
日透露，原本由
執行局管理的中
超聯賽、中超預
備隊聯賽和中超
精英梯隊聯賽從下賽季起將
由中超公司接管。
他表示：「上述三項賽
事的競賽事務將移交到中超
公司，中超公司負責競賽組
織、場地安排、賽程編排、
俱樂部管理等事項，執行局
則負責上述賽事的監管、註
冊和準入。這是中國足球管
辦分離深入發展的一步，可
以讓中超更協調，更順
暢。」

馬成全還舉例道：「以
前央視要換個電視轉播時
間，先由中超公司報到執行
局，我們根據俱樂部具體情
況調整，調整完再反饋到中
超公司，然後中超公司反饋
給央視。現在賽事、電視轉
播、經營開發都由中超公司
統一協調管理，操作層面順
多了，這樣還可以讓贊助商
的利益得到更大保障。」
中甲賽事是否今後也會
獨立運營？馬成全說，目前
沒有中甲公司，不過條件成
熟了，不排除讓中超公司代
管。另據業內人士透露，如
果中甲商務開發問題得到解
決，則成立中甲公司也不無
可能。
■新華社

主辦方負責人介紹，南京首屆職工
半程馬拉松邀請賽全國報名人數超
過 8000 人，國外報名的也有不少，
考慮到安全問題，最終抽籤決定了
參賽的3000人。
21 日 上 午 9 點 38 分 ， 隨 着 裁
判 員 鳴 響 發 令 槍 ， 5.5 公 里 迷 你

馬 拉 松 健 康 跑 率 先 開 跑 。 10 點
18 分 ， 半 程 馬 拉 松 賽 也 正 式 開
跑。
當天下午 14 時 26 分，參與人數
達 1000 人的 11 公里短程馬拉松賽
也正式開跑。16 時許，三個比賽項
目全部結束。

中國女足悶和阿根廷

四國賽摘季

在當地時間 21 日進行的巴西女足四國邀請賽季軍
爭奪戰中，中國女足在大雨中被弱旅阿根廷以 0：0
逼和，最終因為循環賽戰績更好而獲得季軍。
巴西在冠軍爭奪戰中以同樣比分逼和美國隊，由
於東道主在循環賽位列頭名，因此她們斬獲冠軍。
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亞進行的這一邀請賽分為循環
賽和決賽，旨在為明年的加拿大女足世界盃熱身。
參賽三隊除阿根廷，其餘都晉級了世界盃決賽圈。
阿根廷女子遠不如男子，在之前的循環賽中，她們
3 場皆負排名墊底，總共丟 17 球且一球未進。中國
隊在循環賽曾以 6：0 大勝阿根廷，然而在季軍爭奪
戰，巴西利亞的漂泊大雨卻給比賽增添了變數。
開場僅 2 分鐘，李影在對方禁區內的抽射就擊中
了立柱。整個上半場，加林查國家體育場內的巴西
球迷幾乎一邊倒支持中國隊，中國隊也製造了多次
破門良機，但是臨門一腳總欠火候。
中場休息時，巴西利亞突然下起暴雨，球場草坪
的積水造成場地異常濕滑，這使得中國隊的技術
和傳球優勢無從發揮，攻勢也有所減弱。阿
根廷隊則利用雨戰開始發起進攻，第 51
分鐘，中國門將王飛在撲救任意球時
脫手，對方球員海梅斯跟進補射，好
在中國隊的王珊珊在門線將球擋出。此
後兩隊在大雨中都失誤頻頻，中國隊曾有

2次射門頗具威脅，可惜未能破門。
最終雙方以 0：0 悶平，依據規則，循環賽
位列第三的中國隊獲得季軍。在循環賽中，
中國隊以 1：1 逼和強敵美國，
後 又 以 6： 0 大 勝 阿 根
廷，但在第三輪以 1：4
不敵巴西，與
美國隊同積
4 分，因淨
勝球的劣勢
而無緣決賽。
■新華社

亞冠成績下滑
他說，亞冠比賽還存在下列問
題：不嚴格遵守倒計時規則，遲交
上場名單，拖延上場；賽場管理不
完善，出現投擲礦泉水瓶等情況；
個別教練缺席新聞發佈會，受到亞
足聯處罰；在無緣出線情況下，不
派遣主力；商務違規，把俱樂部廣
告拿到賽場等。
中超雖創上座率紀錄，組織管理
相對到位，球迷文化建設改善，但
仍存在淨比賽時間較少、違規違紀
現象依然嚴重，商務規定理解不透
等問題。馬成全還表示，2015 賽季
將強調淨打時間，杜絕拖延比賽時
間等行為；強化賽風賽紀，尤其是
替補席管理問題；提高賽區管理規
範化程度；加強比賽監督、賽區協
調員、商務監督等的考核工作，不
能勝任的取消資格；加大違反商務
規定俱樂部的處罰力度；加強各賽
區各類人員培訓，如場地主管、草
皮主管、播音員等。
■新華社

足協將嚴格准入 嚴懲欠薪
中國足協常務副主席張劍在 21 日的
2014 年中國足球協會職業聯賽總結會上
說，下賽季將嚴格聯賽准入，嚴懲欠薪
行為，嚴打陰陽合同，違規者甚至將付
出無法參加聯賽的代價。
他也指出聯賽問題，「中超的大連阿
爾濱，中甲的深圳紅鑽，中乙的山東滕
鼎出現欠薪，青島中能和劉健有合同糾
紛，山東魯能未放行國奧隊徵調球員，
廣州恒大違規發佈廣告等問題，都造成
了十分不好的影響。這反映出我們職業
聯賽相關制度不完善。」
如何改善？張劍表示，首先，中國足協

正在制定和修改俱樂部准入制度，細化俱
樂部財務審查標準，形成俱樂部監管常態
化，減少欠薪等問題。其次，深入推動合
同管理，這是職業足球發展過程中非常重
要的工作環節，中國足協過去的合同管理
不完善，帶來俱樂部和運動員合同簽署不
規範，甚至有陰陽合同、虛假合同。「我
們要下決心對中國職業球員的合同進行一
次清理，甚至請國家相關部門幫助進行清
理」。第三，球員註冊、轉會、經紀人制
度也要梳理清楚。第四，將中國足協紀律
處罰、仲裁制度、救濟機制進一步完善。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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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首辦職工半馬拉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勇 南京
報道）12月21日，南京首屆職工半
程馬拉松邀請賽成功舉辦，來自安
徽合肥的吳向東以 1 小時 08 分鐘的
成績在男子組半程馬拉松項目中奪
得冠軍。
南京首屆職工半程馬拉松邀請賽

一個令人欣喜的趨勢是黃牌數量
逐年下降，今年中超有 906 張黃
牌，較 2010 賽季減少 158 張。紅牌
44 張，與近幾個賽季基本持平。哈
爾濱毅騰拿到最多的 6 張紅牌，山
東魯能 0 張；但黃牌方面魯能卻拿
到最多的74張，河南建業最少，拿
到37張。
中超進球 659 個，場均 2.75 個；
中甲 611 個，場均 2.55 個。一個有
意思的對比是中超外援進球 414
球，佔比 63％，但中甲外援進球
268個，佔比44％。
談及本賽季亞冠情況，馬成全認
為，今年四支球隊拿到25分，較上

賽季少了8分，成績下滑。今年與日
本、韓國球隊的對陣都是 2 勝 3 平 3
負，與澳洲、泰國球隊對陣成績相
比反而更好，這需要俱樂部進行反
思。

CBA 第 22 輪賽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何花） 21 日晚，中
重慶
102：127
遼寧
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
四川
112：89
天津
（CBA） 新 賽 季 常 規
北京
128：117
浙江
賽進行到第 22 輪，風
廣廈
112：105
上海
頭正勁的廣東隊客場
福建
126：103
中天
挑戰山東，經歷了對
山東
96：103
廣東
手一路逼趕及末節
青島
112：96
東莞
瘋狂反撲後，最終
佛山
122：101
同曦
以 103：96 險勝。
山西
116：100
新疆
廣東隊自此已保持
11 連勝，為球隊
貢獻 24 分和 15 個籃板的易建 地上的劉偉，雙方
聯此次在比賽中創下自己在 隊 員 隨 即 群 擁 而
CBA得分的新紀錄6018分。 上，爆發大規模衝
另外，當晚四川隊主場迎 突，比賽中斷近 5 分鐘，執法裁判
戰天津隊，最終以 112：89 在與技術台商議後，最終將天津隊
大勝。但在第四節，四川外 劉偉、尚平，四川隊奧頓、徐韜直
援奧頓在爭搶籃板時與天 接奪權罰下，並吹罰天津隊一個違
津後衛劉偉一同倒地，劉 體犯規。
昨日，不論是四川隊還是外援奧
偉有踹人動作後，奧
頓起身揮拳打向躺在 頓，都對衝突深表抱歉。四川金強

左）
佳慧（ 社
雷
的
法新
上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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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與天津球員
發生衝突。
發生衝突
。 中新社

藍鯨籃球俱樂部相關負責人表示，
作為 CBA 大家庭中的一員，俱樂部
有責任也有義務去維護賽場秩序。
據了解，對於參與衝突的隊員，
四川隊已對他們進行內部教育以及
處理。而當晚衝突的主要當事人四
川外援奧頓也向所有的球迷道歉。

決戰迪拜 國羽奪男單混雙冠軍
■諶龍首奪超級
賽年終總決賽冠
軍。
法新社

「決戰迪拜」世界羽聯超級系列賽總
決賽當地時間21日在阿聯酋迪拜哈姆丹
體育中心落下帷幕，中國羽毛球隊在男
單和混雙項目上獲得冠軍。
男單頭號種子諶龍在與丹麥的維汀哈
斯的決賽中，以21：16拿下第一局。第
二局前半段，雙方打得難分難解，但後

半段諶龍接連得分，終以21：10大比分
擊敗對手。
賽後諶龍首先感謝了現場助威的中國
觀眾，稱這是他第一次在迪拜參加比
賽。他說，過去的一年對他來說是起伏
的一年，在這一年中既遭受過質疑也獲
得過成功，希望來年能有更好的表現。
女雙決賽，中國組合田卿∕趙芸蕾以
17：21 和 14：21 不敵日本的高橋禮華
∕松友美佐紀，名列第二。
男雙決賽，中國組合柴飆∕洪煒在先
贏一局的情況下以 1：2 被韓國組合李龍
大∕柳延星逆轉。混雙方面，張楠∕趙
芸蕾與劉成∕包宜鑫在中國「打吡」中
以 2：0 獲勝獲得冠軍。在女單決賽中，
中華台北選手戴資穎以 2：0 戰勝韓國選
手成池鉉獲得冠軍。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