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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超聯積分榜（截至5月6日）

排行 球隊 賽 勝 和 負 得球 失球 球差 積分

1 東方 15 12 2 1 35 11 24 38

2 傑志 15 10 4 1 30 11 19 34

3 南華 15 8 2 5 23 19 4 26

4 冠忠南區 15 6 5 4 24 18 6 23

5 香港飛馬 15 4 5 6 20 24 -4 17

6 夢想駿其 15 4 4 7 18 28 -10 16

7 元朗 15 2 6 7 19 31 -12 12

8 灝天黃大仙 16 2 5 9 17 29 -12 11

9 標準流浪 15 1 5 9 12 27 -15 8

要逃離降班惡夢，標準流浪手中仍然掌握主動，
今午一戰只要擊敗無欲無求兼留力打兩場盃賽

決賽的飛馬即可「上岸」，可惜今日背水一戰的流浪
仍然未能團結一心迎戰，賽前會方宣佈與巴西門將保
羅及中堅莫斯奧提前解約，而另一外援比圖亦表明會
被棄用，要擊敗飛馬就要看一眾本地球員能否「爭
氣」。

棄用外援 本地球員擔大旗
流浪教練甄力健坦言三名

巴西外援的缺陣對球隊實力
有一定影響：「少了幾名外
援對球隊的制空力影響比較

大，今仗球隊只有17名球員可供調動，希望一眾本
地球員能夠把握機會踢出身價波，拚盡全力協助球隊
護級。」劉松偉今仗將客串中堅鎮守中路，而入球重
責則落在許嘉樂及卓耀國等年輕球員的肩上。
聯賽無欲無求的飛馬下周將在4日內連戰菁英盃及

足總盃決賽，教練李志堅希望以今日一仗作為備戰，
亦會提醒球員盡量避免受傷及領紅黃牌。至於門將位
置，由於基斯贊停賽，小將袁皓俊將獲得正選機會；
曾受重創的中場黃威近期逐漸上力，並於去仗取得久
違的入球，相信今仗會繼續獲得重用以提升狀態。
「來到聯賽最後一場比賽，我們仍然會傾力以赴，爭
取最佳的聯賽排名之餘，亦要為接下來的菁英盃及足
總盃決賽做好準備，」黃威表示。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郭正謙郭正謙））港超聯今日將同時進行四場煞科港超聯今日將同時進行四場煞科

戰戰，，其中焦點落於標準流浪對香港飛馬一戰其中焦點落於標準流浪對香港飛馬一戰，，流浪今仗必須全取流浪今仗必須全取33

分才可壓過灝天黃大仙護級成功分才可壓過灝天黃大仙護級成功，，不過賽前這支深受降班威脅的球不過賽前這支深受降班威脅的球

隊宣佈不會在今仗中起用三大外援隊宣佈不會在今仗中起用三大外援，，內憂外患下今戰不容樂觀內憂外患下今戰不容樂觀。。賽賽

事將於下午事將於下午22時時3030分假九龍灣公園進行分假九龍灣公園進行，，門票分門票分8080及及3030元正元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今季港超聯形勢大定，本
來是強強對話的「東傑大戰」變成東方奪冠的慶功派對，
今場比賽結束後將會即場進行頒獎上演東方「登基」大
典，會方更邀請球迷在賽後大合照，一起分享球隊的勝利
時刻。比賽將於下午2時30分假旺角大球場上演，門票分
80及30元正。
東方今季威盡港超聯，除勇奪高級組銀牌及聯賽錦標成

為「雙料冠軍」外，主帥陳婉婷更獲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
成為「全球第一位帶領男子足球隊獲得頂級聯賽冠軍的女
性足球教練」。今日一戰雖為例行公事，不過球隊仍表明
會全力爭勝。主帥陳婉婷表示希望「好頭好尾」：「當然
我們希望以一場勝利為今個球季作結，劃上完美的句號，
以報答球迷長久以來的支持。」加上球隊早前於盃賽曾大
敗於傑志腳下，東方上下均希望藉今仗雪恥。
會方亦呼籲球迷在頒獎禮後到球場8至10段與球隊大合

照，以見證東方封王一刻。而傑志方面下周要出戰亞協盃
小組賽最後一戰，為爭首名出線席位今仗免不了分心，今
仗無關痛癢下將收起部分主力。

東方今拚傑志不留力
盼勝利登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在
亞洲及大洋洲奧運資格賽結束後，香
港輕量級女子雙人雙槳艇的李嘉文及
李婉賢在里約奧運得到入場資格。嘉
文及婉賢這對好姊妹在上月的資格賽
完結後，在錄像結果下輸給韓國及越
南隊後都顯得心力交瘁。但根據規
定，每個國家或地區只限一隊男子及
一隊女子隊入圍里約奧運，由於韓國
及越南隊均有兩隊女子隊入圍，因此
韓越兩國被迫放棄一個名額，令香港
隊這張奧運門票失而復得。
今次是嘉文繼2008北京奧運後第

二次參與奧運會，而其妹妹則是初次
參與奧運。
嘉文說：「自從韓國比賽後，我們

都感到非常沮喪；儘管這場賽事是我
們至今划得最好的一場，但因微弱差
距而痛失入圍（里奧）機會着實令人
難以接受。現在有新的機會，我們一
定會充分把握它並盡力在奧運會中更
進一步。」
香港女隊將聯同男子輕量級雙人雙

槳艇的鄧超萌及趙顯臻參與一系列的
奧運賽前準備，包括到日本及波蘭參
賽，以及在8月初先行前往德國及比

利時參加訓練營。
總教練白勵滿意隊員的進度。他

說：「我們的隊員在韓國資格賽中發
揮超水準，並且取得有史以來最多的
參賽席位，接下來將會專注於重新調
整體能及技術。在整個奧運項目中，
輕量級賽事將是競爭最激烈的，因為
各隊賽手的身形體重都非常接近，所
以技術及體能才是致勝的關鍵。」
自 1992 年巴塞羅那的奧運會開

始，香港在每屆奧運都有賽艇運動員
入圍，而今次更是香港首次有代表參
戰女子輕量級雙人艇賽事。

在中國足球整體環境
趨好、中超聯賽風生水
起的大背景下，作為二
級聯賽的中甲，也受到
越來越多的關注。中國
足協相關負責人前日在
天津表示，中甲聯賽的
競賽水準和整體價值在
提升，對球迷的吸引力
在增強。
當日，中國足協召集

16家中甲俱樂部和地方
足協負責人，對2016中甲聯賽前7輪的賽
事運行情況進行了階段性總結。中國足協
職業聯賽理事會執行局相關負責人李立鵬
代表中國足協做了工作匯報，他稱，今年
中甲聯賽所有比賽場次實現了網絡直播全
覆蓋，在電視轉播方面也實現了在CCTV

風雲足球及甘肅衛視兩
大平台的直播，這對於
聯賽競技水準的提高和
聯賽品牌價值的提升都
有極大的推動作用。
李立鵬說，統計顯

示，前7輪中甲聯賽共
有466681人現場觀賽，
場均8334人。其中，天
津權健、大連一方、深
圳佳兆業等5家俱樂部
的主場場均觀眾超過1.4

萬人。而2012年、2013年、2014年中甲
場均觀眾分別為3966人、4708人、5297
人。至於醞釀和準備多年的中甲精英梯隊
聯賽將在2017年正式啟動，不組隊參加此
聯賽的俱樂部將被視為自動退出中甲。

■新華社

飛鷹挫福建 向季後賽邁近
香港甲一男籃聯賽昨晚假
修頓室內場館戰火再燃。首
仗，衛冕冠軍永倫以98：
72大勝晉龍WTS，四節比
分 為 30： 14、 16： 16、

26：29及26：13。其中，永倫的賀斯福獨取
全場最高的26分，晉龍WTS的曾志輝得20
分。而另一場比賽，四強常客的兩支球隊飛鷹
與福建短兵相接，最終飛鷹以82：76挫福建，
為躋身季後賽打下堅實良基。■記者 陳曉莉

「鳥巢」申辦世外賽中敘戰
5月5日是各地方足協申辦中國男足世界盃
外圍賽亞洲區12強賽主場報名工作的截止時
間，北京市足協秘書長劉軍確認：「我們已
經在5月4日下午正式遞交了申請，場地是
『鳥巢』。」按照此前中國足協的規定，中
國隊在12強賽時有5個主場比賽，將分別設
在不同的城市。劉軍透露，北京市足協申辦
的是中國隊於今年10月6日主場與敘利亞隊
的比賽。 ■記者 陳曉莉

四女足隊員獲「里奧金牌」
前晚，長春大眾
卓越女子足球俱樂
部為任桂辛、潭茹
殷、劉杉杉、趙蓉
四名中國女足現役
國腳頒發了「里約
奧 運 會 紀 念 金
牌」，以表彰她們
在里約奧運會亞洲
區預選賽中的突出
表現。據了解，本
次頒發的四枚金牌設計精美、製作考究，上
面刻有奧運五環標誌以及球員姓名，每枚金
牌消耗黃金65克。在今年3月進行的女足奧
運會亞洲區預選賽上，中國女足以3勝2平的
不敗戰績斬獲里約奧運會入場券。

■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丁樹勇雲南
昆明報道）正在雲南昆明訪問的英國
駐華大使吳百納女士，日前出席中英
（雲南）足球教練發展項目啟動儀
式。

該項目致力於推動雲南與英國在足
球教育領域的實質性合作，由雲南省
選拔16名來自該省高校的足球教練，
前往英國進行為期3個月的足球教育
培訓。據悉，該項目在英國文化教育

協會的幫助下，來自
雲南的 16名足球教
練員將由英國利物浦
約翰·摩爾大學提供
培訓。此外，英國文
化教育協會與中國大
學生體育協會還將選
派180名足球教練，
於今年夏天前往拉夫
堡大學、伯恩茅斯大
學和斯塔福德郡大學
進行為期3個月的學
習。

英大使訪滇 促足球合作 中甲價值飆升 場均觀眾逾八千

港超聯今日四場煞科戰
比賽 地點 開賽時間 票價

傑志VS東方 旺角大球場 14:30 $80, $30

元朗 VS夢想駿其 元朗大球場 14:30 $60, $20

標準流浪 VS香港飛馬 九龍灣公園 14:30 $80, $30

冠忠南區 VS南華 香港仔運動場 14:30 $80, $30

■■英國駐華大使吳百納英國駐華大使吳百納（（右右））與雲南足球教練交流與雲南足球教練交流。。
記者丁樹勇記者丁樹勇攝攝

■■權健的巴西球星祖雲尼奧權健的巴西球星祖雲尼奧
（（藍衫藍衫））上陣中甲上陣中甲。。 新華社新華社

■■李嘉文李嘉文（（右右））及李婉及李婉
賢獲奧運參賽資格賢獲奧運參賽資格。。

■■長春女足隊員任桂長春女足隊員任桂
辛辛（（前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陳婉婷陳婉婷（（後排右二後排右二））今與球隊正式登基今與球隊正式登基。。
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阿杜域阿杜域（（中中））是飛馬的得是飛馬的得
分保障分保障。。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流浪射手安力圖流浪射手安力圖（（左左））
在訓練中在訓練中。。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