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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謝配晉世錦賽八強 有望再奪牌

■ 鄧 俊 文/
文/謝 影
雪（左）擊掌慶
祝打入8
祝打入
8 強。
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上屆世錦
賽為港隊奪得一面混雙銅牌的鄧俊文/謝影
雪（「鄧謝配」）今年繼續強勢，16 強以
總局數2：0淘汰英國對手晉身8強，如果今
日再下一城、力挫國家隊（國羽）組合王懿
律/黃東萍，便可連續兩屆踏上世錦賽頒獎
台。
鄧俊文/謝影雪這對世界排名第 10 的港隊
組合，於瑞士巴塞爾進行的今屆世錦賽中，
先於 32 強輕取日本的金子祐樹/松友美佐
紀；16 強更是愈戰愈勇，面對英國組合艾
利斯/史密夫，僅花了 40 分鐘就直落兩局
21：14勝出，昂然躋身8強。
上屆鄧俊文/謝影雪於世錦賽勇奪銅牌，

追平李晉熙/周凱華創下的世錦賽最佳成
績，如能今日再下一城、力挫國羽組合王懿
律/黃東萍，便可連續兩屆踏上頒獎台，甚
至更上一層樓。
國羽第 2 號組合王懿律/黃東萍，昨以 2：
0 輕取隊友魯愷/陳露晉級。而國羽的頭號
組合鄭思維/黃雅瓊昨也以 2：0 擊敗印尼的
費澤爾/維德佳佳，他們今將與韓國組合徐
承宰/蔡侑玎爭奪準決賽席位。
另外，女單 16 晉 8 的比賽，國羽「一
姐」何冰嬌以 2：0 輕鬆戰勝隊友韓悅晉
級。男單戰場，港隊「一哥」伍家朗對國羽
奧運冠軍諶龍的比賽，至本報截稿時間仍未
開打。

■ 國羽球手
何冰嬌在比
賽中回球。
賽中回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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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戌源成新掌門人 非體育系統出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中國足協
第 11 屆會員大會昨日在香河召開，陳戌源成為新任
足協主席，杜兆才、高洪波、孫雯當選副主席。 在
衝擊 2022 年卡塔爾世界盃的重要關頭，中國足協走
出了改革的關鍵一步。值得關注的是，新上任的陳戌
源是首位非體育系統出身足協主席，他任內勢必面臨
足協「去行政化」、為職業聯賽制定可持續性發展方
針及女足職業化和青訓等改革課題。

■陳戌源當選中國足協新一任主席
陳戌源當選中國足協新一任主席。
。
戌源在發表自己的就職感言時說，他將努
力學習和認真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足
球工作作出的指示批示精神，扎實落實《中國
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的工作要求。
2015 年發佈的《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
案》中，將足改的近期目標定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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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勢必面臨
「去行政化」
足協在 2015 年與體育總局「脫鈎」，但外界
曾質疑雖然足管中心不復存在，但足協領導仍
然由體育總局系統內部人士擔任，很難真正做
到「去行政化」。陳戌源作為前大型國企領導

新華社

■前女足國腳孫雯
前女足國腳孫雯（
（紅衫
紅衫）
）推動
青少年足球不遺餘力。
青少年足球不遺餘力
。 資料圖片
■前國足主帥高洪波當選足
協副主席。
協副主席
。
資料圖片

此番履新，被視為中國足協改革正式起步。
陳戌源上任後除了要主持足協日常工作，最
重要的任務就是建立職業聯盟。他在昨日上午
的足協工作報告中也提到：「完善職業聯賽體
制，成立職業聯盟，形成充滿活力、規範有序
的職業聯賽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
今年 63 歲的陳戌源早年是一名碼頭工人。
1979 年，他在上海港務局辦公室擔任秘書工
作，兩年後被調至上海港務局團委。1988 年，
陳戌源不再擔任團委書記，出任上海港寶山集
裝箱裝卸公司經理，成為國企經營者。1997
年，他從上海海運學院工商管理碩士研究生班
畢業。2005 年 6 月，他開始擔任上港集團總
裁。2013年主導收購了上海東亞俱樂部。

陳戌源：足協將認真推進世盃申辦

中國足協邁出改革關鍵一步
中國足協新任主席陳戌源昨
在回應申辦世界盃話題時表
示：「申辦世界盃是全國廣大
人民群眾的熱切期盼，中國足
協會認真推進世界盃的申辦。
下一步將在黨中央、國務院，
在國家體育總局的統一領導
下，認真扎實地去做，我希望
我們能夠看到一屆世界盃在中
國舉辦。」
2022 年世界盃將時隔 20 年
回歸亞洲，由西亞國家卡塔爾
舉辦。2026 年由美國、加拿
大和墨西哥三國合辦。所以中
國最早主辦世界盃要等到
2030年。
另外，陳戌源還談及剛剛
入選國足的無血統歸化球員
艾克森，他稱未來歸化球員
不會大規模進行：「中國足
協對媒體社會各界反映的歸
化球員問題高度重視，我們
本着嚴格控制，嚴肅認真的
態度對待歸化問題，目前足
協計劃內已有 9 位歸化球員，
今後，外籍球員的歸化不會
成為大規模的狀態。我相信
未來在職業聯賽中，歸化球
員始終是職業運動員當中極
少數的一部分。」
對於國家隊中歸化球員佔的
比例問題，陳戌源說：「參與
國家隊的可能會有幾個歸化球
員，但在整個國家隊的組成
中，他們仍然是少數，不會成
為主要組成部分。」
■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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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網下月開賽 總獎金翻一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州
國際女子網球公開賽將於下月 14 日至 21 日在全
新落成的廣州天河體育中心網球中心場舉行。包
括施維杜蓮娜、索菲亞肯寧、王薔、張帥、鄭賽
賽等21位世界排名前100名的女子網球世界名將
將會亮相。另外值得關注的是，今年的總獎金升
級為50萬美元（約392萬港元），較往屆大幅提
高了一倍。
廣州國際女子網球公開賽作為 WTA 國際級賽
事，同時也是內地歷史最悠久的國際網球賽事之
一，是中國金花的福地。舉辦 15 年來，從李娜
開始，到晏紫、張帥、王薔，共 4 人 5 次加冕女
單冠軍；張帥更先後在 2013 年及 2017 年兩度加
冕，成為這一賽事歷史上首位「雙冠王」。今年
賽事總獎金也由往年的 25 萬美元升級為 50 萬美
元，是同期賽事中獎金最高的 WTA 國際級賽
事。
據介紹，今年廣網將設單打和雙打比賽，選手
分別來自於中國、美國、烏克蘭、捷克、瑞士、
瑞典、羅馬尼亞等 14 個國家。其中包括現世界
排名第 5、去年新加坡年終總決賽首次奪冠的烏
克蘭名將施維杜蓮娜。
中國金花實力雄厚。現世界排名 34 位的張帥
將再次來到廣州，為個人第三座廣州國際女子網
球公開賽單打冠軍獎盃拚盡全力。另一位金花鄭
賽賽也將亮相廣州參加比賽，在今年 8 月 WTA
頂級賽聖何塞公開賽決賽中，她直落兩盤力克世
界前十，收穫職業生涯首個巡迴賽單打冠軍。

■張帥力爭三奪廣網單
打冠軍獎盃。
打冠軍獎盃
。 資料圖片

中國女排挫哈薩克 今戰日本
女排亞洲錦標賽 8 強戰
昨日在韓國首爾打響。復
賽首戰，中國隊（見圖）
直落三局力挫哈薩克。今
日，中國女排將迎戰衛冕
冠軍日本隊。談到對陣日
本隊，賽後主攻手段放
說：「我們在場上場下輪
換的人還是比較多的，大
家也非常團結，希望後面
的比賽盡全力拚每一個
球。」前舉行的兩場小組
賽中，中國隊分別以 3：
0 的相同比分戰勝斯里蘭
卡和印尼，鎖定小組第一
名順利晉級 8 強循環賽。
■新華社

上海男籃連簽七將 完成組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上海久事大鯊魚昨日官宣，繼先後簽約李
根、張春軍、羅漢琛之後，經過一個多月以來與各方緊鑼密鼓的友好協商，俱樂部
又陸續與莫泰尤納斯、納納利、鞠明欣、周彥旭、鄧群飛及吳永盛完成簽約，並與
董瀚麟完成提前續約，他們將正式成為俱樂部註冊球員，代表久事大鯊魚征戰即將
來臨的CBA 2019/20賽季。至此，上海久事大鯊魚的引援補強工作全部完成。

港網影像合作夥伴名花有主

■廣網組委會昨舉行發佈會介紹大賽詳情
廣網組委會昨舉行發佈會介紹大賽詳情。
。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保誠香港網球公開賽（港網）」宣佈 Sony 香港連續第三年成為官方影像合作
夥伴。賽事將於 10 月 5 日至 13 日假維多利亞公園網球主場舉行，門票由港幣$160
起，現正於「購票通」公開發售。賽事去年有超過 7 萬名觀眾入場，更被 WTA 選
手評選為2018年WTA年度最佳國際級別賽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