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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上屆歐聯決賽因門將卡利奧斯送禮而飲恨，今夏
報復式以破門將紀錄的6,250萬（歐元，下同）從羅

馬購入巴西國門艾利臣比加，中場中路亦作年輕化，簽入
拿比基達和法賓奴泰華利斯，以替代選擇離隊的安利簡
恩。領隊高洛普陣中良將多多，加上穆罕默德沙拿、法明
奴和沙迪奧文尼這條上季令敵衛聞風喪膽的三叉戟，相信
聯賽目標不會只甘於如上屆般打入前四。

馬列斯 費特表現受關注
曼城上季以破盡單季入球及積分紀錄的姿態稱王，領隊
哥迪奧拿成功留住奇雲迪布尼、史達寧、利萊辛尼和阿古
路等中前場好波之人，加上以6,780萬破隊史轉會費從李斯
特城來投的阿爾及利亞翼鋒馬列斯，預料「藍月兵團」新
賽季有力繼續大打進攻波。
上屆亞軍曼聯暫時焦點新兵有巴西國腳中場費特洛迪古

斯，加上葡萄牙後防小將達洛治，兩人已用上約8,100萬。
不過，領隊摩連奴認為在現今競爭激烈的英超賽場，這還
未足以爭標，近來不斷向高層施壓加速買人。紅魔上季入
球量是前六名球隊中第二少的，新賽季若續靠盧卡古、阿
歷斯山齊士、拉舒福特撐住大樑，兵源實在未必足夠，此
外摩佬亦希望增購一名可信賴的中堅。

藍軍 阿記新帥強化中後場
上屆季軍熱刺至本報截稿前暫時未有動作，鋒線續由銀
靴得主哈利卡尼掛帥。「藍軍」車路士去季無緣前四後找
來沙利代替干地掌帥，沙利亦從舊會拿玻里帶上佐真奴費
路一起來，這員中場花了車仔5,700萬，暫未知他和簡迪會
如何分工，門將高圖爾斯和前鋒夏薩特是去是留亦是未知
數，沙利已表明希望留住兩員好波之人。至於陣式方面，
球隊料會從三後衛改回用四後衛。
阿仙奴上季得第6，連續兩季無緣歐聯，領軍22年的雲
加亦步下神壇，並由前巴黎聖日耳門名帥艾馬利接棒。暫
時他增兵集中重整中後場，不知不覺「兵工廠」也花了近
8,000萬，且看上季防線慌失失的阿記能否殺返前四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2018/19球季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本港時間

本周六凌晨便會揭開戰幕。球員近一兩年身價通

脹猛於虎，而且英超聯爭霸、衝前四的形勢鬥得

愈來愈激烈，幾大豪門為購得心儀良將都不敢

「慳住銀包」。利物浦今夏狂花1.82億歐元（約

16億港元）最豪氣，雄心盡露。曼城、曼聯和車

路士即使只是購入一、兩名焦點球員，也動輒用

上五、六千萬歐元。季前轉會市場如戰場，已可

預視新賽季英超競爭激烈程度只會有增無減。

5,900萬歐元

新球季開鑼在即，英國《每日郵報》近日就公佈了一個有
趣的數據統計，得出「紅魔」曼聯運氣最好，「紅軍」利物
浦則最當黑。
這個統計是ESPN聯合英特爾和巴思大學所進行的，他們
統計了上賽季英超的157次球證誤判，包括原本理應好球被
枉判為入球無效、誤判12碼或錯誤的紅牌等。結果顯示，
利物浦因為各種誤判而少賺了12分，如果多加這12分，利
物浦可以87分成為亞軍。曼聯則因誤判獲益6分，是英超列
強中「最好運」的。 ■綜合外電

上季誤判 雙「紅」運氣兩極

哥迪奧拿2016年接手執教曼城後，祖赫特便
旋即失去了隊中首席門將之位。這位為「藍月兵
團」奉獻了12年光陰的大將，為爭取能再次成
為英格蘭國家隊首席門將，有關離開曼城一事亦
終於在昨天塵埃落定，他的新東家是上季英超排
第7的般尼。至於另一位英超世界級門將高圖爾
斯，在休假結束後卻未有如期回車路士基地報
到，似乎是想藉罷訓來逼球會放人，讓他能加盟
皇家馬德里。
祖赫特在哥帥陣中得不到重用，之後更被外借
過到拖連奴及韋斯咸，因而失去了英格蘭國家隊
首席門將之位。祖赫特今次終於成功甩身，以
350萬英鎊身價轉投般尼。他表示：「我19歲來
到曼城，31歲離隊，這是很棒的經歷。很高興

能為球迷留下一些美好的回憶。」祖赫特合共為
曼城把關348次，隨隊贏得兩次英超聯賽冠軍、
1座足總盃及兩屆聯賽盃錦標。

高圖爾斯罷訓逼車仔放人？
至於高圖爾斯，根據多家英國媒體昨天報

道，這位世界盃後休假已經結束的26歲比利時
鋼門拒絕歸隊跟操，希望藉此逼球會將他賣給
皇馬。據稱，他會於今天回到車仔跟會方傾轉
會。車路士亦已為他離隊做好備選方案，包括
馬德里體育會的奧比歷、史篤城英格蘭國門畢
蘭特，以及連拿等名牌門將都是領隊沙利羅致
目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曼城12年功臣

英超Big 6今夏主要轉會
球員 年齡／國籍 位置 加盟／原屬球會 轉會費（萬歐元）

曼城 轉入

馬列斯 27／阿爾及利亞 翼鋒 李斯特城 6,780

轉出

耶耶托尼 35／科特迪瓦 中場 －－ 約滿

祖赫特 31／英格蘭 門將 般尼 390

曼聯 轉入

費特洛迪古斯 25／巴西 中場 薩克達 5,900

達洛治 19／葡萄牙 翼衛 波圖 2,200

轉出

戴利白蘭特 28／荷蘭 後衛 阿積士 1,600

熱刺 暫無轉會

利物浦 轉入

艾利臣比加 25／巴西 門將 羅馬 6,250

拿比基達 23／幾內亞 中場 RB萊比錫 6,000

法賓奴泰華利斯 24／巴西 防中 摩納哥 4,500

梳頓沙基利 26／瑞士 翼鋒 史篤城 1,470

轉出

安利簡恩 24／德國 防中 祖雲達斯 免費

車路士 轉入

佐真奴費路 26／意大利 防中 拿玻里 5,700

羅拔格連 38／英格蘭 門將 哈特斯菲爾德 免費

阿仙奴 轉入

卡斯托拉拿 22／烏拉圭 防中 森多利亞 3,000

比特尼奴 26／德國 門將 利華古遜 2,500

柏柏斯達夫普路斯 30／希臘 中堅 多蒙特 1,600

古安杜斯 19／法國 中場 羅連安特 800

列治史迪拿 34／瑞士 右閘 祖雲達斯 免費

轉出

辛迪卡索拉 33／西班牙 中場 維拉利爾 免費

韋舒亞 26／英格蘭 中場 韋斯咸 免費

梅迪薩卡 33／德國 中堅 退役 －－

阿 仙 奴 大 股 東 高 安 基 （Stan
Kroenke）昨天在倫敦股票交易所報價
6億英鎊（約合61億港元），希望收購

第二股東烏斯曼諾夫手上的 30％股
份，後者昨晚亦宣佈願意出售股權。
交易完成後，高安基便會成為這支英

超傳統足球豪門的單一班
主。
今年71歲的高安基是美

國體育大亨，他除了阿仙
奴還是美式足球隊洛杉磯
公羊及NBA丹佛金塊的老
闆。今次他提出以6億英
鎊收購俄羅斯富商烏斯曼
諾夫持有的三成股權，收
購完成後，他將全資擁有

阿仙奴，球會總市值亦將會增加至18
億英鎊。

入股後作風慳家 非廠迷所願
高安基2007年開始入股阿仙奴，並

一直增持股份。不過，自從他入主球
會以來，阿仙奴在轉會市場的出手往
往落後於列強，近年成績倒退至前四
不入，無緣歐聯，也有球迷曾經在主
場打出「高安基，走」的標語。因
此，今次其全購球會相信未必是「廠
迷」所願看到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東京奧運首用人臉識別系統

2020年東京奧運會將會引進使用人
臉識別系統入場，這是奧運史上首次。
東京奧組委與開發廠商NEC昨天共同
向媒體公開奧運史上首度導入的最新式
人臉識別系統（上圖）。屆時包括選

手、工作人員及媒體等約30萬名相關
人士入場時，就可由機器來確認是否符
合入場資格，比傳統人手判斷快約2.5
倍。除了43個比賽會場外，需要識別
證件才能進入的選手村、媒體中心等設
施，預定也將引進此系統。

細威受產後情緒困擾
坐擁23座大滿貫賽冠軍的美國網球

天后莎蓮娜威廉絲（見圖），昨天在社
交平台貼文表示，自己飽受「產後情
緒」困擾。現36歲的細威去年誕下千
金，今年復出盼求重拾巔峰狀態，但早
前聖荷西網賽卻遭逢連輸12局的生涯
最慘敗。「我還意志消沉，大部分時

間，我覺得自己不是個好母親。」細威
寫道：「我讀了幾篇文章，提到若沒處
理好，產後情緒可持續長達3年。」她
表示，透過向親友抒發自己的感受，試
圖克服她的絕望感。

61億買斷剩餘股權 高安基全購阿仙奴

短訊

祖赫特投般尼求翻身

■■高安基將會成為阿仙奴的高安基將會成為阿仙奴的
單一老闆單一老闆。。 法新社法新社

6,250萬歐元

6,780萬歐元

5,700萬歐元

■■統計指出統計指出，，摩連摩連
奴奴((左左))上季比高洛上季比高洛
普好運普好運。。 法新社法新社

■■艾馬利艾馬利((左左))和沙和沙
利利，，新球季加入英新球季加入英
超主帥戰團超主帥戰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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