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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台北四選手
征平昌冬奧

四年一度的世界體育盛事──足球世界盃將
於 6 月 14 至 7 月 15 日在俄羅斯舉行，中國多間
企業已先後簽約成為大賽的贊助商。如果按每
個贊助商可獲 2 萬張門票及通過國際足協官方
抽籤購買的個人門票（僅第一階段中國球迷購
票就已超過 1 萬張）、旅行機構於境外購買等
渠道來算，預計 2018 俄羅斯世界盃將有超過
10 萬張門票流入中國。

■中華台北平昌冬奧會代表團昨舉行授旗儀
式。
中央社
第23屆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將於本月 9日在
韓國平昌開幕，中華台北共有 4 名選手取得參
賽權，其中第 2 次參加冬奧的雪橇好手連德
安，將首次擔任入場式旗手。
今年的平昌冬奧會，中華台北除連德安外，
另有競速滑冰女將黃郁婷、男子名將宋青陽，
以及前天才被通知遞補取得大道競速 1,500 公
尺的戴瑋麟等4人，是近4屆之最。
本屆冬奧將由第 2 次參加冬奧的雪橇好手連
德安擔任入場式代表持旗手，他說：「我會用
力揮（旗），展現台灣人的熱情。」
平昌冬奧將於 2 月 9 日至 2 月 25 日舉行，共
有雪橇、滑雪、雪車、冬季兩項、冰球、滑
冰、冰壺等 7 種運動種類，總計有 102 個競賽
項目，這也是韓國相隔 30 年後，再次舉辦奧
運賽事。
■中央社

■ 4 年前
年前，
， 不少中國球迷赴
巴西觀看世界盃。
巴西觀看世界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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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盃花滑大獎賽
續約五年

■ 內地網站已推出世界
盃門票預訂。
盃門票預訂
。 網上圖片

世界盃的門票中，70％屬於普通座位，全都出自國
際足協官網。目前，第一輪世界盃門票銷售

742,760 張，其中中國有 1 萬餘張。第二輪球迷熱情顯
然更高，國際足協官網當日就售出門票 1,318,109 張。
不過，因為中國隊並沒有打進世界盃決賽周，因此從概
率上來說，中國球迷要想通過這個方法去看世界盃，確
實得運氣足夠好才行。
除了 70％可以在官網購買到的門票之外，國際足協
還留了 30％的「官方款待門票」。這部分門票在各國
都有代理機構，大中華區的代理機構是盛開體育旅遊。
目前，「盛開」網站上小組賽門票的定價統一為 7,000
元人民幣，不分場次。鑒於位置更好、包含餐飲等服
務，以這個價格看一場熱門小組賽比從黃牛那裡買普通
座席票性價比要高得多。但一場決賽加兩場準決賽，包
含莫斯科、聖彼得堡兩地觀光的旅遊產品，售價則高達
146,000 元。不過，據盛開體育旅遊高級市場經理沙嵩
在接受《北京晚報》訪問時介紹，截至目前，「盛開」
已經銷售了近 3,000 套俄羅斯世界盃門票，一半購買者
來自企業。而上述 146,000 元的「準決賽+決賽」旅遊
套票已有近百人訂購。
除上述兩種官方渠道，世界盃門票還有

幾家第三方機構在一些體育旅遊網站銷售，市面上不少
旅行社也有銷售。嚴格來講，這些第三方機構以及目前
內地市面上各類的世界盃觀賽旅遊產品，基本都屬於
「非法渠道」。

第三方門票銷售屬非法

■ 內地足球特色學校已
達 2 萬餘所
萬餘所。
。 資料圖片

教育部 足協
打通升學最後一公里

有旅行機構表示，有一部分門票會在明年 4、5
月間速遞至內地，但少數場次需要購票者前往賽
地的酒店領取。這不僅增加了取票的風險，更
今年教
給球迷的出行增添了麻煩：俄羅斯政府給了
育部將會
每一位球迷憑世界盃門票免簽的待遇，沒
同中國足協
有門票就還得多一道簽證的手續。
認定全國青少
因此，球迷在向第三方機構購票或
年校園足球夏
者購買旅遊產品時，需要擦亮眼
令營高中最佳陣容
睛、小心陷阱。
為國家一級運動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省級青少年校園足球夏
令營高中最佳陣容為國家二
級運動員，打通校園足球優秀
運動員升學「最後一公里」。
教育部 1 日舉行發佈會，介紹青少年
校園足球發展情況。2015 年以來，中國已
認定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特色學校 2 萬餘
所，招收高水平足球隊的高校達 152 所。

參加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四級聯賽學
生超過千萬人次。
過去三年，中國官方還認定了 102 個校
園足球試點縣（區），其中一個重要特徵
就是縣域內 60％以上的中小學是校園足球
特色學校。同時在全國認定了 12 個校園足
球改革發展試驗區。
據悉，到2025年中國要再創建3萬所校園
足球特色學校。相關部門將努力把校園足球
競賽做成受社會各界特別是大、中、小學學
生關注的賽事，在競賽的組織、最佳陣容的
選拔和對運動員等級的認定方面做足文章。
今年將出台各年齡組最佳陣容和運動員等級
掛鈎的政策，各地政府因地制宜，實施相關
的升學扶持政策。
■中新社

基藍馬回流港超 助飛馬爭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香港飛
馬再有強援加盟！繼羅致高美斯、矢志問
鼎至少一項錦標的香港飛馬再獲得港腳中
堅基藍馬加盟，進一步增強實力誓要挑戰
傑志的壟斷地位。
飛馬目前於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打
少一場下落後傑志 8 分，要奪取聯賽冠軍
再沒失分空間，前線有新加盟的高美斯，
球會昨日宣佈防線亦有強援加盟，中堅基
藍馬已由中超球隊天津權健回流香港加
盟，將是飛馬下半季挑戰各大錦標的一大
助力。
飛馬季
初以穩健
的防守

及快速反擊搶得不少分數，不過近期在羅
斯及梁諾恆相繼受傷後，需要以麥保美串
演中堅，對元朗及南區兩場比賽中出現不
少失誤導致失分，基藍馬的來投對球隊可
說是及時雨。
廣為香港球迷熟悉的基藍馬現年 32
歲，於 2015 年世界盃外圍賽兩對國家隊
的比賽中一戰成名，其後獲中超球隊天津
權健招攬北上「搵食」，不過征戰中超兩
季以來上陣機會不算太多，對於今次回流
香港，基藍馬表示希望以自己的經驗協助
球隊爭標：「一直以來都有外國球會向我
招手，不過條件不算太好，飛馬很年輕有
活力，有決心去爭取錦標，我相信以我的
經驗可以幫助球隊。」

中國花樣滑冰
協會日前與梅瓏
體育在北京首都
體育館共同簽署
《2018-2022 中
國花樣滑冰賽事
協議》，協議期
限至2022年。
由梅瓏體育作
為獨家商務推廣
■ 韓聰
韓聰（
（ 下 ） ／隋文 的「中國盃世界
靜去年奪中國盃雙人 花 樣 滑 冰 大 獎
滑冠軍。
滑冠軍
。
資料圖片 賽」至今已成功
舉辦了 15 屆，成
為每年中國花滑界的最大盛事和中國冰迷的節
日。《2018-2022 中國花樣滑冰賽事協議》的
簽署，標誌着梅瓏體育將與中國盃世界花樣滑
冰大獎賽繼續攜手，在迎接下一個五年的同
時，也將在 2022 年與中國盃一起走過整整 20
年的發展歷程。
除中國盃世界花樣滑冰大獎賽這一頂級國際
花滑賽事外，這份協議還新增了一系列的內地
賽事，包括全國花樣滑冰大獎賽，全國花樣滑
冰錦標賽，全國花樣滑冰冠軍賽，全國花樣滑
冰青少年系列賽，全國花樣滑冰俱樂部聯賽
等。
■新華社

短訊

惠若琪明晚舉行退役儀式
前中國女排隊長惠
若琪將於明晚舉行退
役儀式，徹底告別賽
場。當晚，江蘇女排
將在聯賽 8 強最後一
輪比賽，迎戰上海
隊，這場比賽是江蘇
女排的背水之戰，江
蘇想要晉級四強，不
■惠若琪
惠若琪（
（右）與恩師 僅要擊敗強大的上海
隊，還要寄望浙江擊
郎平展示奧運金牌。
郎平展示奧運金牌
。
微博圖片 敗八一隊。惠若琪此
前曾透露，離開排球
賽場後除積極投身公益事業、去青海支教等
外，還創立了惠若琪女排發展基金，讓更多人
參與排球運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葉姵延躋身印度羽賽八強
世界羽聯印度公開賽昨繼續在新德里進行，
港隊「黑妹」葉姵延僅用 41 分鐘便以 21：
13、21：14 淘汰印尼球手麗雅妮晉級 8 強，今
日，「黑妹」將與泰國球手拉查諾或印度球手
Aakarshi Kashyap 的勝方爭奪準決賽席位。不
過港隊女雙組合吳詠瑢／楊雅婷則以 19：21、
20：22 惜負印尼的波麗／艾普莉雅妮，16 強止
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丁俊暉挺進德國賽次輪

投票
■基藍馬加盟香港飛馬
基藍馬加盟香港飛馬。
。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基藍馬
基藍馬（
（左）在中超聯賽
為權健披甲。
為權健披甲。
新華社

「2017 傑出運動員選舉」昨進行傳媒投票。為鼓勵市民參與這項體壇
盛事，大會舉辦網上公眾投票（sportstar2017.hkolympic.org/zh/公眾投
票/公眾投票詳情/），選舉共設六個獎項，頒獎典禮將於下月 27 日在會
展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2017-2018 賽季桌球德國大師賽當地時間 1
月 31 日繼續進行，在首輪的焦點比賽中，中
國名將丁俊暉對陣塞浦路斯選手喬治烏。比賽
中丁俊暉先丟一局後轟出破百連勝 4 局拿到賽
點，此後喬治烏雖連救兩個賽點，但最終丁俊
暉仍以 5：3 擊敗喬治烏，挺進次輪。另外，
名將威廉士及卓林普也分別晉級，不過，剛剛
收穫倫敦大師賽冠軍的艾倫則在決勝局告負止
步首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