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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會 窗 關 閉 前 重 要 轉 會
球員 年齡／國籍 司職位置 原屬球會 加盟球會 轉會費(歐元)

基羅拿華斯 32／哥斯達黎加 門將 皇家馬德里 巴黎聖日耳門 未有透露

艾路拿 26／法國 門將 巴黎聖日耳門 皇家馬德里 借用

莫路伊卡迪 26／阿根廷 前鋒 國際米蘭 巴黎聖日耳門 借用

法卡奧 33／哥倫比亞 前鋒 摩納哥 加拉塔沙雷 500萬

米希達利恩 30／阿美尼亞 中場 阿仙奴 羅馬 借用

列比錫 25／克羅地亞 前鋒 法蘭克福 AC米蘭 借用

安達施華 23／葡萄牙 前鋒 AC米蘭 法蘭克福 借用

作為皇馬歐聯三連霸功臣之一的
哥斯達黎加門神基羅拿華斯，

於轉會窗關閉前趕及由皇馬改投
PSG，雙方簽約至2023年。拿華斯
在被問到加入法甲豪「門」時表
示：「我現在情緒很激動，聖日耳
門在拉丁美洲威名遠播，我對加入
一家有野心的球會感高興，希望我
在西班牙的經驗能帶來幫助。」作
為交易的一部分，PSG把年輕門將
艾路拿外借至皇馬一季。
除了拿華斯，PSG於轉會窗最後
一天還有另一重磅引援；今夏一直
未能和國際米蘭修復關係的阿根廷
中鋒莫路伊卡迪，成功趕及以外借
身份加盟PSG，來年夏天PSG有權

以7,000萬歐元買斷；至於伊卡迪成
功離開國米後於IG不停上載相片，
並表示「自豪成為巴黎人！」

紅狼借入米希達利恩
另一方面，意甲球會於轉會窗關

閉前亦不停入貨，其中「紅狼兵
團」羅馬順利由阿仙奴借用阿美尼
亞國腳米希達利恩後；再從馬德里
體育會簽入克羅地亞射手卡連歷，
轉會費據報為800萬歐元。至於原
効力羅馬的捷克射手柏德列舒希
克，則被外借至德甲的RB萊比錫，
後者來季可以2,800萬歐元正式買
斷。
至於AC米蘭在最後一天亦變動頻

繁，他們和德甲法蘭克福作球員交
換，A米借用克羅地亞國腳翼鋒列比
錫，法蘭克福則借用葡萄牙射手安
達施華。

朝鮮射手加入祖記U23
此外，祖雲達斯亦於最後一刻增

援，以借用方式從卡利亞里簽入朝
鮮射手韓光成，但只會暫時於U23
等待機會，只是如韓光成表現出
色，「祖記」來季可以500萬歐元正
式收歸旗下。年僅20歲的韓光成在
2017 年首度替卡利亞里於意甲上
陣，之後兩季皆被外借至佩魯賈効
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夏季轉會收市 羅馬A米趕掃貨

今年歐洲夏季轉會窗

於昨日正式關閉，多支

球隊均積極於最後一天

「入貨」希望增強實

力，其中法甲班霸巴黎

聖日耳門（PSG）成為

主角，除於皇家馬德里

簽入門將基羅拿華斯，

還成功由國際米蘭借用

已被「藍黑兵團」放棄

的中鋒莫路伊卡迪，戰

鬥力進一步加強。

今 夏 歐 洲 十 大 轉 會
球員 年齡／國籍 司職位置 原屬球會 加盟球會 轉會費(歐元)

祖奧菲歷斯 19／葡萄牙 前鋒 賓菲加 馬德里體育會 1.26億

基沙文 28／法國 前鋒 馬德里體育會 巴塞隆拿 1.2億

夏薩特 28／比利時 前鋒 車路士 皇家馬德里 1億

哈利馬古尼 26／英格蘭 後衛 李斯特城 曼聯 8,700萬

馬菲斯迪歷特 20／荷蘭 後衛 阿積士 祖雲達斯 8,550萬

盧卡斯靴南迪斯 23／法國 後衛 馬德里體育會 拜仁慕尼黑 8,000萬

尼高拉斯比比 24／科特迪瓦 前鋒 里爾 阿仙奴 8,000萬

法蘭基迪莊 22／荷蘭 中場 阿積士 巴塞隆拿 7,500萬

洛迪卡斯簡迪 23／西班牙 中場 馬德里體育會 曼城 7,000萬

祖奧簡斯路 25／葡萄牙 後衛 祖雲達斯 曼城 6,500萬

拿華斯 伊卡迪 壓線入「門」

隨着歐洲轉會窗終結，今夏「標王」及
十大轉會亦正式出爐，結果馬德里體育會
的葡萄牙新星祖奧菲歷斯，以1.26億歐元
身價順利「當選」。
今夏歐洲足壇十大最高轉會費收購，西

甲成功霸佔了頭三位，除了馬體會以1.26
億歐元由賓菲加引入祖奧菲歷斯；巴塞隆

拿亦以1.2億歐元從馬體會收購法國射手基
沙文；至於第三位是皇家馬德里新援夏薩
特，車路士共獲得1億歐元轉會費。
相比之下，英超今夏似乎就有所顧忌，

從李斯特城加盟曼聯的中堅哈利馬古尼，
只能以8,700萬歐元身價排名第4位；至於
由里爾加盟阿仙奴的尼高拉斯比比，則以

8,000萬歐元身價，與由馬
體會加盟拜仁慕尼黑的法國
守將盧卡斯靴南迪斯，並列
第6位。另外曼城今夏兩個
收購都進入十大轉會，其中
由馬體會來投的洛迪卡斯簡
迪，以7,000萬歐元排第9
位；而由祖雲達斯加盟的右
閘祖奧簡斯路，則以6,500
萬歐元身價排第10位。
其餘位置方面，由阿積士

轉投祖雲達斯的馬菲斯迪歷
特，以8,550萬歐元身價排
第5位；同樣離開阿積士轉
投巴塞隆拿的法蘭基迪莊則
以7,500萬歐元排第8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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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足協於當地時間周一晚舉行年
度頒獎禮，結果基斯坦奴朗拿度（C
朗）連續第三年獲選葡萄牙最佳男子球
員，亦是這位祖雲達斯球星第十度獲
獎。
根據報道，是次最佳球員是由前名
宿費高等9位評審組成，並由C朗、曼
城的貝拿度施華、馬德里體育會的新
星祖奧菲歷斯、士砵亭中場波基斯費
南迪斯和狼隊中場魯賓尼維斯競逐，
結果C朗成功力壓群雄，個人第十度
贏得此殊榮。事實上從2007年起，C
朗只有於2010和2014年失落此獎項，
該兩年得主是森馬奧沙保沙和比比。
有出席頒獎禮領獎的C朗，致辭時

顯得有些感慨：「社交網絡和媒體令
世界出現很大變化，也變得很瘋狂，
於我而言，這是情緒非常複雜的一
年，但大家要做到不要讓人把你拉下
來。」事實上，C朗今年遇到不少麻
煩，幸而有關其逃稅和性侵一名美國
女子的指控，都已得到解決。

賓菲加頒獎禮大豐收
賓菲加成為今屆頒獎禮大贏家，其

中年初才正式接掌球隊的拉治，力壓
上海上港的佩雷拉和羅馬的方錫卡當
選最佳教練；至於最佳球隊、最佳女
子球隊殊榮亦由這支老牌球會包攬。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曼聯中場保羅普巴在上周末對修咸頓的英
超比賽中受傷，並於昨日宣佈未能代表法國
隊出戰緊接兩場歐國盃外圍賽，其位置會由
阿仙奴小將古安杜斯取代，是後者首度入選
大國腳。

讚好球迷「歡迎來皇馬」留言
雖然領隊蘇斯克查曾表示普巴會照常為法

國隊出戰，但經隊醫檢視後，普巴的足踝傷
勢始終需時恢復，故為穩陣起見決定退隊；
然而，熱愛社交網絡的普巴據報又於網上惹
禍，竟按讚了一個希望他加盟皇家馬德里的
留言，看來仍是有離隊之心。

至於代替普巴的球員是阿仙奴的古安杜
斯，這位20歲小將一直是法國小國腳，曾先
後効力法國U18至U21梯隊，最終憑今季在
阿仙奴的出色表現，獲法足教練迪甘斯賞
識。
另一方面，迪甘斯則對剛由巴黎聖日耳門

外借皇家馬德里的門將艾路拿作出提醒：
「如果艾路拿得不到出賽機會，於我而言是
一大問題……我會根據一位球員的出場時
間，去考慮他是否值得入選國家隊。」據媒
體估計，艾路拿在皇馬將會是比利時門神泰
拔高圖爾斯的副手，未必會有很多出場機
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隨着轉會窗關閉，亦正式象徵尼馬肯定會繼
續留效巴黎聖日耳門（PSG），只是據外國媒
體報道，這位巴西球星對未能離開感到十分憤
怒，更會全力爭取在明年1月離隊重返巴塞隆
拿，務求再次與美斯重逢。
據報巴塞早前曾作出終極報價，以1.5億歐

元（尼馬自己私掏2,000萬歐元），加上兩名
中場拿傑迪錫和圖迪保，再外借奧士文尼迪比
利至PSG一季作利誘，但最終仍被PSG拒
絕。
《每日體育報》報道，尼馬對PSG拒絕這

最終報價感到憤怒，但這位巴西射手依然未有
放棄，並會於明年1月冬天轉會窗開啟時，再
度尋找重返巴塞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史卡迪爾遭阿特蘭大閃電解約
意甲阿特
蘭大昨日宣
佈，與曾効
力利物浦的
斯洛伐克中
堅史卡迪爾
解約。現年34歲的史卡迪爾在24日前
才加盟阿特蘭大，但未曾為球隊於意甲
上陣；據報史卡迪爾是與教練加斯柏連
尼不和而遭放棄。

哥帥：拿樸迪傷勢不樂觀
効力曼城的中堅拿樸迪上周末在對白
禮頓的英超比賽因膝傷離場，領隊哥迪

奧拿證實該西班牙國腳已飛到巴塞隆拿
進行電腦掃描確認傷勢，並表示情況似
乎不太樂觀，期望不會像早前因傷要長
唞至明年的利萊辛尼般惡劣。

彭美拉斯辭退史高拉利
巴西甲組

聯賽傳統勁
旅彭美拉斯
當地時間周
一宣佈，已
辭 退 教 練
「大菲」史高拉利的職務。大菲去年7
月才第三度重返彭美拉斯，帶領球隊贏
得上季巴甲冠軍；惟彭軍今季聯賽已遭
遇7場不勝，更於南美自由盃出局。

未如願返巴塞 尼馬感憤怒

長話短說

普巴傷退 法足首召古安杜斯

CC朗朗十膺葡足協最佳球員

■■為了爭取上陣機為了爭取上陣機
會會，，基羅拿華斯轉戰基羅拿華斯轉戰
法甲另求出路法甲另求出路。。

PSGPSG圖片圖片

■■莫路伊卡迪舉起莫路伊卡迪舉起PSGPSG的的1818
號球衣號球衣。。 PSGPSG圖片圖片

■■米希達利恩米希達利恩((左左))與卡連歷成為與卡連歷成為
羅馬隊新成員羅馬隊新成員。。 羅馬隊圖片羅馬隊圖片

■■紅黑兵團簽入列比錫紅黑兵團簽入列比錫。。
ACAC米蘭圖片米蘭圖片

■■賓菲加教頭拉治奪得賓菲加教頭拉治奪得
最佳主帥獎最佳主帥獎。。 美聯社美聯社

■■祖奧菲歷祖奧菲歷
斯正隨葡萄斯正隨葡萄
牙備戰歐國牙備戰歐國
盃外圍賽盃外圍賽。。

法新社法新社

■■CC朗連續三屆當選此項葡朗連續三屆當選此項葡
萄牙的年度殊榮萄牙的年度殊榮。。 美聯社美聯社

■■保羅普巴發文聲援在意甲遭侮保羅普巴發文聲援在意甲遭侮
辱的盧卡古辱的盧卡古，，叫種族歧視者叫種族歧視者「「返返
學校讀書學校讀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尼馬離隊不成尼馬離隊不成。。美聯社美聯社

■■史高拉利史高拉利

■■史卡迪爾史卡迪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