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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舉行的第十屆中國足協第三次會員大會上，
中國足協專職執委于洪臣向大會說明足協所制訂的

港隊出戰
雪地馬球世盃

《2020 行動計劃》。其中，國奧晉級東京奧運會、
國足進入 2019 亞洲盃四強成為規劃目標。

■身紅色球衣的中國香港隊與對手拚搶
身紅色球衣的中國香港隊與對手拚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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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足協主
席蔡振華。
席蔡振華
。
新華社

本次足代會的亮點之一，
作為《2020
行動計劃》備受外界關

■足協為國足定下亞洲
盃成績指標。
盃成績指標
。 新華社

日本邀請中韓聯合辦世盃？

足協權威人士：暫沒聽說
劃 ， 從 2026 年
起世界盃的參賽
規模將從原有的 32
支擴軍至 48 支，這對
承辦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而以日本
現有的能力將無力
■有外媒報道
有外媒報道，
，日
單獨申辦。在外媒
本足協計劃邀請中
看來，中國與韓
韓共同申辦世盃。
韓共同申辦世盃
。
國均是理想的合
法新社
作夥伴。記者
就此事詢問了
近日有外媒報道，日本足協計劃邀請 中國足協權威人士，得到的
中國與韓國共同申辦 2030 年世界盃。早 回應是「暫沒聽說」。
前《新華社》記者就此事採訪了中國足
日本與韓國曾聯合舉辦
協，足協權威人士表示並不知情。
2002 年世界盃，該屆世界
盃也是中國國家男足到目
世盃擴軍 日本無力獨辦
前為止唯一的一次世界
根據外媒的報道，日本原計劃單獨申 盃正賽經歷。
■新華社
辦 2030 年世界盃，但根據國際足協的計

注，它是 2017 年中國足協的重點任務
之一。當日，于洪臣列舉了行動計劃
的 10 項主要措施，即普
及推廣足球價值、建
設競賽體系、建設
人才隊伍、國家
隊建設、加強國
際交流、提升資
源整合能力、女
子足球建設、推
廣五人制足球和沙
灘足球、協會組織建
設、加強輿論宣傳等。
于洪臣強調，這一行動計劃最為重要
的目標是「打基礎，補短板，建結
構，建制度。」
同時，《計劃》還明確相應目標，
各級國字號球隊的主要成績指標成為
焦點，即國足在 2019 年力爭進入亞洲
盃 4 強，到 2020 年國際排名進入世
界前 70 位；國奧晉級東京奧運會
男足決賽階段比賽；新國青與國
少隊分別獲得國際足協 U20、
U17 世界盃決賽階段資格；
國奧隊晉級 2019 年 U23 亞
錦賽前八；U22 國足今

2017 年 倫 敦 桌 球 大 師 賽 昨 日 進 入 第
三天，中國香港選手傅家俊在首輪比
賽 中 以 6:5 擊 敗 世 界 排 名 第 四 的 卓 林
普，闖入八強。全場打出 3 桿「破百」
的傅家俊賽後坦言：「這是我生涯代
表作。」
世界排名第八的傅家俊開局就以 0:3 落
後，隨後他扳回兩局，將比分變成 2:3，
其中在第四局轟出了單桿 130 度。第六

局，卓林普打出單桿 79 度輕鬆獲勝，並
在接下來的一局以 63:10 領先，但傅家俊
抓住機會上手，連得 58 度清枱，將總比
分追成3:4。

全場打出3桿「破百」
第八局，傅家俊打出單桿 110 度，將比
分扳成 4:4。第九局，卓林普回敬一個單
桿 112 度，以 5:4 率先拿到賽點，但在第

中國足球全方位落後
此外，中國足協主席蔡振華在會上
介紹，《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
案》出台近兩年來，足球改革在改善
足球發展的環境和氛圍、理順足球管
理體制、制定足球中長期發展規劃、
創新中國特色足球管理模式、形成足
球事業與足球產業協調發展格局等方
面，取得了積極成效。
「對於中國足球的發展，既要充滿
信心，也要正視問題。」蔡振華說，
中國足球面臨的問題是多方面的，基
礎薄弱、人才匱乏、場地稀缺、體制
不暢、管理滯後等等，相對於足球發
達國家，必須老實地承認，我們的落
後是全方位的。
蔡振華表示，管理好、發展好中國
足球，是一個系統工程。一定要充分
汲取中國足球發展的經驗教訓，系統
研究和把握世界足球發展規律和趨
勢，深刻分析中國足球發展面臨的形
勢、現狀和問題，堅持問題導向，做
好頂層設計，推動改革創新。
■中新社/新華社

傑志獲飛馬借兵
踢賀歲盃

■李毅凱
李毅凱((左)將助傑志踢賀歲盃
將助傑志踢賀歲盃。
。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新科本地
足球高級組銀牌賽冠軍、港超班霸傑志接下
來將面對魔鬼賽程，一個月內要迎接 8 場硬
仗，總領隊伍健昨日表示，獲得友會香港飛
馬借出利馬及李毅凱出戰賀歲盃，稍舒球隊
頻密賽程下的壓力。此外，昨晚舉行的菁英
盃，和富大埔在青衣運動場以 1:0 擊敗傑
志，晉身八強。
至於另一支港超球隊理文流浪亦宣佈邀得巴
西體能專家保羅加入教練團隊，他表示首要
工作是提升球員訓練時的投入度及專注度。

香港U22三球負卡塔爾
另外，香港 U22 昨日完成對卡塔爾 U22
的友賽返港，對於球隊以 0:3 落敗，教練廖
俊輝表示雙方實力存在差距，不過球員的態
度值得讚許：「部分球員今仗未能隨隊影響
了練兵效果，三個失球均是由於自己失誤，
希望球隊可以汲取教訓。」

■女足國家隊力爭國際排
名上升到第十名。
名上升到第十名
。 新華社

反勝卓林普入大師賽 8 強
反勝卓林普入大師賽8
傅家俊：打出生涯代表作

■傅家俊在比賽中
傅家俊在比賽中。
。
World Snooker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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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獲得 U22 亞錦賽出線資格；女足國
家隊到 2020 年，國際排名力爭上升到
第十名，奧運會力爭八強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大明 天津報道）
日前，第六屆富國高銀雪地馬球世界盃賽在
天津環亞國際馬球會開幕，來自世界六大洲
的六支頂級馬球隊參賽。上屆冠軍中國香港
隊代表亞洲參賽，其他各洲代表隊為阿根
廷、澳洲、英格蘭、南非、美國。
本屆賽事由國際馬球聯合會及天津環亞國
際馬球會主辦，代表着世界雪地馬球比賽的
最高水平。在日前舉行的首輪小組賽中，全
部由 3 名外籍球員組成的中國香港隊痛失好
局，正賽中在 3:0 領先的情況下，被對手南
非隊追平；其後，在「點球」罰球中以 2:3
告負。另一場比賽中，2014 年冠軍英格蘭
隊以 6:5 戰勝阿根廷隊。今日，中國香港隊
將迎戰美國隊。按照賽事計劃，決賽將於
22日舉行。
富國高銀雪地馬球世界盃賽是國際馬球聯
合會舉辦的年度經典賽事，自 2012 年開
始，已連續在天津舉辦六屆，中國香港隊參
加了全部六屆的比賽，並取得 3 冠 1 亞的驕
人戰績。

翟曉川被禁賽三場
林志傑或被追加處罰

■傅家俊(右)擊敗卓林普入八強。World Snooker圖片

十局他打失一個「黑柴」，讓傅家俊再
次將比分扳平。決勝局中，傅家俊以精
準的發揮打出單桿 102 度，最終以 6:5 贏
得了這場艱苦的比賽。
傅家俊賽後說：「這是我生涯代表
作。0:3 落後時，我仍然相信能有機會獲
勝，很高興我進入了第二輪。」傅家俊
坦言面對這場比賽時自己有點小緊張。
贏得蘇格蘭公開賽之後，自己希望能夠
保持狀態，但這是完全不同的賽事。
「大師賽總是讓你感覺有點緊張，我想
每個人都有。」下一輪比賽中，傅家俊
將對陣北愛爾蘭選手馬克艾倫。
當天另外一場比賽中，有「墨爾本機
器」之稱的羅拔臣以 6:3 戰勝卡達，連續
第六年進入大師賽八強。作為 2012 年的
大師賽冠軍，羅拔臣將在第二輪與六屆
冠軍、「火箭」奧蘇利雲交鋒。
■記者 梁啟剛、潘志南

■翟曉川
翟曉川((右)與林志傑在比賽中發生衝突
與林志傑在比賽中發生衝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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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攻手 大比拚
■兩代亞洲女排第一主攻手朱婷
與金延璟，昨晨在土耳其盃決賽
大比拚，最終中國名將朱婷，雖
為華基夫銀行拿下全隊最高的
13 分，但球隊仍以 0:3 憾敗韓國
主攻手金延璟効力的費倫巴治。
新華社

中國籃協日前發佈通知，宣佈對 CBA 球
隊廣廈隊球員林志傑嚴重警告並予以通報批
評，對北京首鋼隊球員翟曉川通報批評和停
賽三場，對比賽當值裁判提出批評並將進行
內部處理。CBA 聯賽辦公室主任張雄當天
在媒體通氣會上表示，如果林志傑的行為對
翟曉川造成了傷害，將被追加停賽。
13 日廣廈對陣首鋼的 CBA 比賽中，翟曉
川在搶籃板球時左胳膊被林志傑的右胳膊夾
住，這一犯規動作沒有在第一時間被裁判員
發現和宣判。隨後，翟曉川不夠冷靜，在掙
脫被夾胳膊的過程中，順勢用右手向林志傑
揮拳(未打到)，裁判員當即鳴哨。在裁判員
鳴哨以後，林志傑鬆開了胳膊，右臂伸向翟
曉川背部並向下壓，順勢右膝頂了翟曉川腿
部，翟曉川再次揮拳並打到了林志傑的頭
部。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