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羽聯日前公佈了2017年羽毛球亞錦賽
第一批報名參賽名單，諶龍、林丹、田厚
威、李雪芮、傅海峰、張楠、石宇奇等國羽
名將悉數在列，李宗偉、孫完虎、戴資穎、
成池鉉等世界羽壇最頂尖選手也將赴武漢參
加4月25日至30日在武漢體育中心舉行的
2017年亞洲羽毛球錦標賽。
通過官方公佈的亞錦賽第一批參賽名單

可以發現：國羽將滿員參加全部五個項目
的比賽。男單、女單項目國羽各有4名選
手參賽，其中，諶龍、林丹、田厚威、石
宇奇將聯手出戰男單項目的比賽。女單方
面，孫瑜、李雪芮、何冰嬌、陳雨菲也將
悉數登場。
每一次羽壇頂尖賽事，「林李大戰」能否

上演，都是關注度最高的話題。隨着亞錦賽
名單出爐，林丹和李宗偉又將會面。這也是
繼去年兩人共同亮相羽毛球亞錦賽後，第二
次聚首武漢。而對於「超級丹」而言，亞錦
賽也是他為爭奪世錦賽門票的最後一次機
會。 ■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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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新網報道，《中國足球協
會 2020 行動計劃》提出，

要依托校園、社區和基層組織傳
播足球價值觀。支持校園開展各
類足球教育活動，為校園足球教
師和教練員提供支持和培訓，推
進校園足球俱樂部建設，鼓勵地
方足協、職業足球俱樂部、業餘
足球俱樂部為校園足球俱樂部提
供技術支持和服務，贏得社會、
家長、孩子對推廣足球運動的認
同感。
在各級國家隊方面，《計劃》明
確提出具體目標。其中男足國家隊
的目標是：在2019年亞洲盃上躋身
4強，國際排名到2020年上升到世
界第70位；國奧男足挺進東京奧運
會足球賽決賽階段。女足方面，則
要求至2020年世界排名躋身前10，
2019世界盃打入前8。
《計劃》還提出，擴大足球人口

基數，宣傳和普及足
球活動，擴大足球人
口，建立全國業餘足
球註冊和賽事管理平
台，將各類業餘賽事
逐步納入中國足協及
地方足協統籌的賽事
體系當中，到 2020
年，青少年註冊人口
100萬，其中女足 10
萬；各類賽事註冊人

口500萬。

2020年足球人口達500萬
《計劃》指出，培育業餘俱樂部
和青少年足球俱樂部，制定相
應的扶持政策，制定和規範社
會足球相關標準、規則。制定
小場地(5-8 人)指導性競賽規
則，規範各類社會足球賽
事辦賽標準，頒佈社會
足球競賽組織指導
手冊，制定業餘
俱樂部和青

少年俱樂部的標準和評級辦。
《計劃》還明確表明推動場地設
施建設，配合發改委組織實施《全
國足球場地設施建設規劃2016-2020
年》，新增6萬個足球場，制定中
國足協場地設施標準，新建2個國
家足球訓練基地。
另外，2017WFF世界足球論壇暨

More Sport世界足球博覽會，將於
5月18日至21日在長沙國際會展中
心及長沙賀龍體育中心舉行，屆
時，將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足球風雲
人物及相關行業精英匯聚一堂。

■記者 陳曉莉

各 級 男 足 國 家 隊 大 賽 目 標

2017 2018 2019 2020

FIFA世界排名(男足) 第70名

世界盃

奧運會 力爭參賽資格

U20世界盃 力爭參賽資格

U17世界盃 力爭參賽資格

亞洲盃 4強

U23亞錦賽 8強

各 級 女 足 國 家 隊 大 賽 目 標

2017 2018 2019 2020

世界排名(女足) 第10名

世界盃 力爭8強

奧運會 力爭8強

U20世界盃 力爭參賽資格 力爭小組出線 力爭參賽資格 力爭小組出線

U17世界盃 力爭參賽資格 力爭小組出線 力爭參賽資格 力爭小組出線

亞洲盃 力爭前3名

亞運會 力爭前3名

資料來源：中新網

第11屆世界冬季特奧會當地時間
22日繼續在奧地利格拉茨進行。香
港代表團氣勢如虹，繼首日奪得2

金1銀2銅後，當日再添3金2銀3
銅。
譚嘉媛繼在女子速滑1000米為港

隊首奪獎牌後，再於777米摘下一面
金牌，為她今屆世界賽畫上完美句
號。隊中年紀最小的鄧琬暘首次面
對大型賽事絕不怯場，雖然在111米
賽事中途跌倒，但隨即起身重新投
入賽事，最終收穫她首面世界賽獎
牌。此外，速度滑冰的男隊員也毫
不遜色，為港隊摘下首金的梁俊軒
發揮穩定，在777米再下一城取得個
人第二金，同組的伍肇麟雖然在第
二圈時不慎跌倒，排名一度跌至最
後，但憑藉他堅強的鬥志，急起直
追，在最後兩圈時更逐一超越奧地
利和美國運動員，為自己贏得一面
銀牌。
雪鞋競走共有6名運動員出戰

200米項目，其中M03組成為吳景

棠和立陶宛特奧運動員Kasparas-
Vaiciulis之爭，雙方在最後60米仍
然爭持不下，衝線一刻由吳景棠以
些微距離險勝，成為賽事的冠軍；
何雅芠則以0.1秒之差在F07組從
美國代表手上奪走銀牌。目前，香
港代表團獎牌數已累計至5金3銀5
銅。
在國家隊方面，22日，中國特奧

健兒參加了速滑、花樣滑冰等項目
的比賽。當天是中國特奧花滑隊的
最後一個比賽日，中國花樣滑冰隊
此次共獲得2金1銀2銅。而速滑比
賽，參加222米女子1組的祝昕娜
獲得銀牌，王佳莉獲得銅牌；2組
的陳琪獲得金牌，高萌獲銀牌；7
組的宋鑫卓獲銅牌。男子13組的李
想獲得銅牌，15組的李東旭獲得銀
牌。

■記者 陳曉莉

男籃銀牌賽今演負方賽事
2017年度香港銀牌籃球賽男子高級組賽

事今晚假修頓室內體育館上演兩場負方賽
事，頭場晚上7時正展開，由標準福建對飛
鷹，尾場8時40分角逐，由遊協對旭暉，比
賽正價門券50元正，學生及長者30元正。
標準福建首戰以57：87不敵衛冕冠軍南
華，飛鷹上仗則以80：82惜負南青，今晚
雙方實力接近，且看能否打開勝利之門。

■記者 陳曉莉

中國女壺無緣直通冬奧會

中國女子冰壺隊昨日在2017年北京世界
女子冰壺錦標賽排位賽中以4：10的大比分
輸給目前世界排名第五的瑞典隊。中國隊教
練譚偉東賽後表示，不能因為成績不佳讓現
在的陣容有分裂感。截至上一個比賽日，中
國隊已失去直通2018年平昌冬奧會的機
會，23日的比賽可算是中國隊與瑞典隊的
一堂訓練課。 ■中新社

游泳中心主任王路生調職
據《廣州日報》消息，國家體育總局新領

導班子日前再次對下屬項目中心進行人員大
調整，在里約奧運會上表現不佳的項目所在
管理中心負責人首當其衝。其中，游泳中心
主任王路生被調離，據悉與里約奧運會中國
游泳隊出現的興奮劑事件有關聯，此外寧澤
濤廣告代言事件也鬧得沸沸揚揚，表明游泳
中心在管理和處理突發事件方面能力不足，2
月剛升任北體大黨委副書記、副校長的劉大
慶接任新的游泳中心主任。 ■記者 陳曉莉

國羽征亞錦賽
李雪芮復出

港隊氣勢如虹 冬季特奧再添三金

■梁俊軒（最前）及伍兆麟奪（右）
得男子速度滑冰777米金銀牌。■譚嘉媛（中）獲得 777米速度滑冰金牌。

■■中國隊昨以中國隊昨以
44：：1010不敵瑞不敵瑞
典典。。 中新社中新社

■■李雪芮李雪芮
已報名參已報名參
加 亞 錦加 亞 錦
賽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足球協會中國足球協會20202020行動計劃行動計劃》》對對
國足提出具體目標國足提出具體目標。。 新華社新華社

■■國足盼在國足盼在20202020年世界排年世界排
名打入前名打入前7070。。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中國足球協會日前在官網發佈《中國足球協會 2020 行動計劃》，《計劃》明確

發展目標，提出到 2020 年男足 FIFA 世界排名前 70 位，女足前 10 位。另外，針對

足球人口，《計劃》指出各類賽事註冊人口達 500 萬。

■■中國女足目標躋身世中國女足目標躋身世
界前界前1010。。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進 長沙報
道）2018世界盃外圍賽亞洲12強第6
輪賽事昨晚在湖南長沙賀龍體育場打
響，雙方經過激烈爭奪，國足最終憑借
于大寶的入球，以1：0戰勝韓國，取
得12強賽首勝。據悉，這也是在國際
A級賽事中，國足第2次戰勝韓國隊。
目前，12強賽事過半，此前國足5戰

2和 3負，A組積分墊底，此次力克
「太極虎」韓國隊，大大增加了國足小
組出線的希望。
比賽前十分鐘中國隊獲得2次前場任

意球，有2次越位，武磊和于大寶聯袂
前場攻擊，顯然在進攻方面下了很大功
夫。然而韓國隊利用控球控制了場上的
局面，局勢略顯沉悶。第34分鐘，王
永珀將左側角球傳至前點，于大寶輕巧
地以頭球將皮球送入球門後角，為中國

隊獻上第一個進球！
長沙素有國足「福地」美譽，自
2005年國足首次將主場設在長沙賀龍
體育場起，之前已歷經8戰，中國隊4
勝4平，未嘗一敗。
上半場比賽結束時中國隊1：0領
先，下半場伊始中國隊就在中場展開搶
逼，並控制住第二落點阻止韓國隊反
撲。比賽第60分鐘韓國隊替補高中鋒
金信煜頻繁利用身高製造威脅，國足主
帥納比迅速回應見招拆招，用尹鴻博換
下王永珀。下半場中國隊體力消耗很
大，但堅強的中場防控和得力門將也讓
韓國隊無隙可趁，韓國隊連續兩個角球
都未能得分。臨近結束韓國隊惡意犯規
踢到尹鴻博腹部，場面一度僵化，但並
未影響國足隊員發揮，最終守住這場來
之不易的勝果。

國足福地屠國足福地屠「「虎虎」」世外賽世外賽1212強首勝強首勝
■■于大寶于大寶（（左左））
為國足頂入致勝為國足頂入致勝
的一球的一球。。新華社新華社

■■曾誠曾誠（（左左））撲救險球撲救險球。。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