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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球員在 2015 賽季結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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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足協職業聯賽理事會執行局相
關人員介紹，兩家中乙俱樂部雲

南普洱萬豪、銀川賀蘭山，近期分別
申請轉讓給上海的企業，其中前者還
要將俱樂部遷移到上海。兩家俱樂部
沒經過中國足協批准，已經與受讓方
辦理了工商變更，但兩個想接手俱樂
部的新東家，公司營業時間不足，違
反了中國足協有關俱樂部產權轉讓的
硬性規定——受讓方必須要「營業三
年以上」。因此，兩個轉讓存在「硬
傷」，中國足協對此堅決叫停。
據悉，自 2015 年 11 月以來，中國
頂級的三級職業聯賽，共有 26 家俱
樂部申請主要股權轉讓，其中有 7 家
涉及跨註冊協會（省、市）的轉讓，

■蘇寧接手江蘇國信舜天
足球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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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拾錦
阿里體育獲NFL轉播權
阿里體育昨日宣佈，他們已和美國第一大
職業體育聯盟美國職業橄欖球大聯盟（NFL）
達成合作，阿里體育獲得 NFL 在中國大陸地
區的轉播權。每年的 NFL 總決賽「超級碗」
可謂許多美國人一年一度的傳統「節日」，
被中國球迷戲稱為「美國春晚」。今年的
「超級碗」剛好是第 50 屆，比賽將於中國農
曆大年初一（2月8日）舉行。

■新華社

總體看，轉讓現象比往年大幅增加。
其中，從中超降到中甲的貴州人和跨
地區更名為北京人和、中超江蘇國信
舜天在本地變更為江蘇蘇寧，由於俱
樂部的影響力大，是這一波「轉讓風
潮」中頗受矚目的。

轉讓窗口周日關閉
執行局相關人員介紹，今年轉讓尤
其頻繁，可能是在國家政策支持足球
的背景下，投資人有了熱情。這樣，
足協必須嚴格審查新公司的資質，看
它是否真心投資足球，審查它連續三
年經營的業績，如果不合格，就叫停
轉讓，明確它不能經營俱樂部。因為
一旦有問題，肯定對聯賽有影響。因
此，無論是2015年初叫停重慶力帆不
合規的「轉讓風波」，還是到現在這
個關鍵節點，「一定會保證政策的一
致性和公平性。」
此前，中國足協在去年 11 月舉行
的註冊工作會上提出，2016 賽季中
超、中甲、中乙俱樂部註冊轉讓要在
2016 年 1 月 10 日 前 完 成 ， 在 此 之
前，俱樂部還可以跨註冊協會（省、
市）轉讓，但在此之後將不會獲得中
國足協批准。
自 1994 年中國足球職業化以來，

確認加盟北京國安
■ 連拿度奧
古士圖以月
薪 387
387..6 萬
港元加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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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樂部更名、轉讓的事情頻繁發
生。頻繁的遷徙和轉讓，不僅讓球
迷無所適從，而且使得中國足球處
於動盪之中。
由此看，這次跨地區轉讓的窗口在
10 日永久關閉後，中國職業足球的
版圖有望穩定下來。從宏觀層面看，
這與足改方案中提出的「推動實現俱
樂部的地域化」相吻合，而扎下根的
俱樂部對球迷而言，也才更有歸屬
感。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報道）北京成功申
辦 2022 年冬奧會令中國颳起一股冰上運動的熱潮。由
香港冰球訓練學校、香港業餘冰球會主辦的青少年冰
球挑戰賽首戰將於 5 月在上海拉開帷幕，屆時來自香
港、北京、上海、台北、哈爾濱的冰球球隊將前來參
加競技並爭奪大賽冠軍。
根據部署，第一站比賽定在上海飛揚冰上運動中
心，第二站比賽定在台北北極熊滑冰世界，第三站比
賽暨冠軍賽定在北京浩泰冰上運動中心。而參與此次
比賽隊員年齡普遍在 8 歲至 10 歲之間，比賽以聯賽形

式切磋球技。
國際冰聯副會長、香港冰球訓練學校創辦人胡文新
昨日表示，北京成功申辦 2022 年冬奧會令民眾對中國
冰球運動關注度大為提高，此次組織兩岸三地青少年
冰球挑戰賽意在讓更多人認識和喜愛冰球運動，同時
為兩岸青少年提供了交流、互動、發展的平台，讓孩
子們在比賽中享受冰球的快樂。
另悉，目前香港已有 100 餘所學校的 15000 餘名
學生通過香港冰球訓練學校接觸、學習冰球運
動。

中國女乒「直通吉隆坡」世乒賽首階段隊內
選拔賽昨在國家體育總局訓練館落下戰幕。小
將朱雨玲以 3：1 戰勝奪標熱門劉詩雯，拿到
了隊內首張吉隆坡世乒賽入場券。而名將
李曉霞因高燒臨時退賽。
在經過兩天的爭奪後，劉詩雯、丁寧、
陳夢和朱雨玲殺入此次選拔賽四強。當
日，在率先結束的兩場準決賽中，劉詩
雯在戰勝老對手丁寧後，與擊敗陳夢
的朱雨玲會師決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前
晚，CBA 常規賽結束第 27 輪爭奪，廣東隊主
場以109：84大勝江蘇，贏得4連勝。易建聯
中途崴腳，但傷病無大礙，發揮穩健砍下 22
分。另外，繼上場不敵四川的新疆隊，面對
山東以 100：110 再度飲恨，而四川延續着良
好狀態，以 113：100 雙殺北控後豪取九連
勝。

作為巴甲 MVP，奧古士圖是上賽
季哥連泰斯奪得聯賽冠軍的一大功
臣。27 歲的他曾効力於弗拉門戈
（法林明高）、勒沃庫森（利華古
遜），於 2013 年加入哥連泰斯。
2015 賽季他在巴甲出場 30 次，射入
5 球。在去年底的 2018 年俄羅斯世
界盃南美區預選賽中，他射入了在
巴西隊的「處子球」。
在奧古士圖接受國安報價的同
時，哥連泰斯防守中場拉夫迪蘇沙
也收到了國安的報價。哥連泰斯俱
樂部表示，拉夫迪轉會國安的事宜
正在協商中。
哥連泰斯還有3名強援也可能去中
國，其中前 AC 米蘭前鋒柏圖被天津
權健求購，巴西國腳防守中場伊利亞
斯文迪斯被剛升入中超的河北華夏幸
福報價，而前魯能舊將、如今的巴甲
銀靴路夫也很有可能重新「殺回」中
超。奧古士圖說：「未來會有更多巴
西球員前往中國踢球。」 ■新華社

■北京成功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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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役，面對此前贏少負多的老對手劉詩雯，
今年重歸功勛教練李隼門下的朱雨玲發揮出相
持球好的特長，前兩局均在開局落後的情況下
實現逆轉，以兩個11：7領先。
大比分落後的現世界第一劉詩雯隨後調整狀
態，以 11：8 扳回一局。不過，劉詩雯在關鍵
的第四局犯了心態不穩的老毛病，失誤開始增
多。11平之後，兩次略顯急躁的失誤徹底斷送
了她翻盤的希望，連丟兩分以 11：13 敗下陣
來。
由於 1 月 10 日就將迎來 21 歲生日，這張
世乒賽入場券也成為朱雨玲送給自己
的最好生日禮物。「打每場比賽時，

以色列隊入境遇阻 大馬遭警告

王薔無緣深圳網賽四強
在昨日進行的女子網球協會（WTA）深圳
公開賽八強較量中，世界排名第五的波蘭名
將A．拉德萬斯卡用時63分鐘，以3：6、2：
6 擊敗中國球手王薔。賽後，王薔說：「相比
上一次交手，這次我要打得更好，在各方面

■新華社

哥連泰斯尚有四人收報價

朱雨玲挫劉詩雯 獲世乒賽入場券

■廣東球員董瀚麟（左
二）突破上籃
突破上籃。
。 新華社

一個好的開始。」

己可以收到這麼好的合同」。

青少年冰球挑戰賽5月揭幕

廣東男籃主場大勝江蘇

都有進步。深圳是今年的第一站比賽，在這
裡的三場比賽我都覺得打得很不錯，這也是

上賽季巴西
甲級聯賽最有價值
球員（MVP）連拿度奧
古士圖當地時間 6 日召開
發佈會稱，自己已告別哥連
泰斯，加盟北京國安，而他希
望在哥連泰斯的隊友拉夫迪蘇沙
也可以接受國安報價，與他一同去
北京踢球。
「我沒有選擇中國，但中國選擇了
我，」奧古士圖在發佈會上說。「一
名球員有10年時間去掙錢，當一個如
此優厚的合同出現在你面前時，你需
要為你的孩子甚至孫子着想。」
據巴西媒體報道，奧古士圖起初
並不想去中國踢球，因為這意味着
與巴西國家隊漸行漸遠。他原本希
望去歐洲効力，並一度十分接近德
甲史浩克 04，但最終雙方在年薪問
題上未達成一致。
據報道，奧古士圖在國安的月薪
將 高 達 50 萬 美 元 （ 約 387.6 萬 港
元），他坦言，這樣的合同實在讓
人難以拒絕，「我要向哥連泰斯球
迷道歉，但（國安的）合同是我職
業生涯的絕佳機會，我從沒想過自

■ 朱雨玲在比賽中
回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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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乒乓球團體錦標
賽（世乒賽）將於2月
28日至3月6日在馬來
西亞吉隆坡舉行。但據
《耶路撒冷郵報 》報
道，以色列隊至今仍未獲得大馬的入境
簽證。對此，國際乒聯（ITTF）行政總

裁法拉哥警告，若不能如期給予以色列運動員入
境簽證，大馬將失去主辦ITTF大賽的資格。
不過，法拉哥同時表示，「事件仍未解決。
如果真是這樣（以色列運動員未獲簽證），國際
乒聯執委會將進行討論，並試圖找出解決辦
法。」
馬來西亞與以色列沒有外交關係，以色列是

我都渴望能夠早點拿到直通機會。」朱雨玲告
訴記者，接下來要在一個多月的封閉集訓中着
重解決技術上的不足，爭取更多比賽機會。
女隊主教練孔令輝亦肯定了朱雨玲一年來的
進步。「心理很踏實，技戰術運用也很自
如。」
據他透露，國家隊計劃於 1 月 12 日至 16 日
封閉訓練期間，將再舉行一次小範圍選拔賽，
以確定世乒賽第二個參賽人選。
孔令輝提到：「今年是非同尋常的一年，里
約奧運會的意義不言而喻。上半年的成績，以
及過去幾年的綜合表現，將決定誰能代表中國
隊去打奧運比賽。」
■中新社

馬來西亞護照中唯一註明不許公民前往的國
家，因此以色列運動員要前往馬來西亞需要特
別安排。
對此，世乒賽籌委會主席、大馬乒總財政韓
琚元在接受當地報章《中國報》訪問時對解決
事件表示樂觀，「目前我們正和內政部及國際
乒聯溝通，遲些時候會針對此事發表聲明。」
「與此同時籌備工作還是一切照常進行。」
韓琚元說：「這需要一點時間解決，但不是那
麼麻煩的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