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
本屆中甲聯賽首階段賽事將於今
日結束，中國足協在時間緊迫下
已開始準備第二階段賽事，其中
為了能做到更公平和公正，足協
計劃在涉及升班中超或護級競爭
利益的關鍵比賽中，引入VAR
（視頻助理裁判）技術。
本屆中甲首階段比賽出現了一
些錯、漏判情況，引發了頗大
的爭議；由於人為判罰難免

出現失誤，故足協決定在第二階
段涉及爭逐升上中超或護級的關
鍵比賽，引入VAR技術協助執
法，令到賽事能更公平和公正進
行，亦保障到球隊的利益。
中甲首階段賽事由於受場地條

件和時間緊迫等限制，未能引入
VAR協助執法，但足協從首輪
開始已為賽事增設底線球證（每
場比賽兩名），目的同樣是為了
協助主球證執法，賽會亦認為底

線球證的出現，對參賽雙方於禁
區內的犯規行為構成一定程度的
震懾。
此外，中甲第二階段舉行地點

仍在商討中，據內媒報道，舉辦
首階段賽事的常州、成都和梅州
五華賽區按計劃將會繼續舉辦第
二階段賽事。按照目前情況，
「衝超組」比賽的承辦地點將會
在成都和常州之間產生。其中
成都更接近承辦該組賽事。

中甲重要賽事設VAR助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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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退出球隊一覽近年退出球隊一覽
年份 球會 原因

2020 富力R&F 氛圍欠佳
2020 大埔 缺乏資金
2020 元朗 缺乏資金
2019 夢想FC 缺乏資金
2017 南華 致力青訓
2016 夢想駿其 缺乏資金
2016 灝天黃大仙 缺乏資金
2015 太陽飛馬 致力青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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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
浩然）中國排球協會日前於官
網宣布，新一季女子排球超級
聯賽將於11月12日至12月19
日在廣東江門進行，本屆賽事
會採用封閉和閉門作賽的賽會
制形式舉行。
根據中國排球協會的聲
明，本屆賽事將有13支球隊
參賽，分別為天津、上海、
北京、廣東、江蘇、遼寧、
山東、浙江、 四川、雲
南、福建、河南和河北隊。
由於賽事以封閉形式進行，一眾球
員要在11月8至9日報到並作檢測，
在10至11日可進行訓練，到11月12
至27日，將開始上演第一階段和第
二階段比賽。根據資料，賽會於第
一階段賽事會按照2019至20球季中
國女排超級聯賽成績蛇形編排分為
A、B兩組，A組7支隊，B組6支
隊，進行組內單循環比賽，排出小
組名次。作為衛冕冠軍，天津將被

編入A組，同組對手應為廣東、江
蘇、浙江、四川、河南和河北。
在第二階段有7輪賽事，並會按照

第一階段A、B組小組名次，A組每輪
輪空1支隊（從A1到A7），A組其餘
6支隊依次輪流對陣B組6支隊，根據
成績排出第1至13名排名。
12月4至18日將為第三階段比賽

舉行的日子，此階段會先進行循環
賽，第二階段排名前8名的隊蛇形排

列分為C、D兩組，分別進
行組內單循環比賽，排出小
組名次；第二階段排名第9
名至第13名的隊分為E組，
進行組內單循環比賽，決定
比賽第9名至第13名最終名
次。獲得C、D兩組前三名
的隊分為F組，進行組內單
循環比賽，但在C或D組曾
同組的隊伍不再進行比賽；
獲得C、D小組第4名的隊
進行兩場比賽，決定比賽第
7名和第8名最終名次。

獲得F組前四名的隊進入準決賽：
F組第1會對戰F組第4、F組第2會
對戰F組第3，準決賽採用三場兩勝
制；至於獲得F組第5名和第6名的
隊進行兩場比賽，決定比賽第5名和
第6名最終名次。
到決賽階段，兩支負方球隊會進

行比賽定出第3和第4名；勝方則會
進行冠亞軍決賽，賽事均採用三場
兩勝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中超賽會於日前
表示，為了更好地服務廣
大球迷，滿足球迷們現場
觀看比賽的需求，以及在
第一階段成功累積開放經
驗及防疫專家指導下，中
超第二階段將繼續以嚴抓
疫情防控為前提，有限度
增大開放規模，並安全、
有序地讓球迷入場觀賽。
在第一階段比賽結束

後，中國足球協會已開
始和蘇州、大連賽區組委會準備第二階段比賽，
其中票務及開放看台計劃是考量的重點，兩地組
委會已分別和地方政府及防疫、交通、安保、場
館等多單位、多部門展開商討，並積極和售票機
構、球迷組織作溝通。
由於蘇州、大連在防疫政策、場館條件、球迷情

況均有不同，在第二階段比賽兩個賽區將會分別實
行票務及開放看台計劃。其中蘇州賽區正計劃開放

所有比賽場次，並簡化購
票流程，觀眾將無需提交
核酸檢測報告；據內媒報
道，10月18日晚在蘇州
奧體中心上演的申花對上
港「上海打吡」，組委會
因應比賽的特殊性和場地
看台容量等因素，計劃將
把本場比賽對觀眾開放的
座位數量增至6,000個左
右。
至於大連賽區就計劃

開放大連體育中心體育
場、大連金州體育場兩座球場的比賽場次，兩個
球場的開放入場人數將擴大至3,000個座位。
另一方面，賽會亦努力為球員提供更好的比賽

場地，據報蘇州賽區已將比賽場的草皮全部更
換。賽會此舉是為了讓球員在比賽中減少受傷幾
率，在國慶節期間，蘇州賽區的工作人員替幾座
賽場的草皮全數作更換，將原來的夏冬草換成了
冬季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
新一季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
（CBA）將於10月17日展開，廣
東隊總經理朱芳雨日前接受訪問
時曾表示，此前跟腱斷裂的易建
聯將缺席新一季比賽，引發球迷
熱議；然而朱芳雨於昨日澄清，
易建聯只是會缺席季初比賽，球
迷可放下心頭大石。
在8月15日晚的CBA總決賽第

三戰，易建聯在比賽中突然按着跟
腱處痛苦倒地，經現場治療後被隊
友攙扶回更衣室。廣東隊之後證實
「阿聯」是跟腱斷裂，需要接受手術治療，在手術
順利下，易建聯選擇到美國進行傷病恢復。
由於CBA在17日便會開鑼，各界均關注「阿

聯」能否趕及復出，廣東隊總經
理朱芳雨日前出席某節目時回應
指，易建聯目前仍然在美國進行
康復治療，由於傷病很嚴重，將
會缺席新賽季比賽，並希望大家
能鼓勵和支持他，讓他早日康復
並回到CBA賽場。
在缺席球季的消息傳出後，球

迷紛紛對此表達了關注，不過昨
日事件出現了轉變，因朱芳雨在
個人社交媒體為自己的說法作出
了澄清：「我說的『易建聯新賽
季報銷』是指新賽季季初缺席。

阿聯現在在美國康復很順利，走路正常發力已經
沒問題，恢復都是在計劃內的步驟。謝謝各位對
他的關心跟支持。」

■■天津女排將展開衛冕天津女排將展開衛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3支球隊參賽

中國女排聯賽11．12開鑼
中超蘇州賽區開放所有場次

易建聯僅缺席CBA季初比賽

■■將有更多中超球迷可入場觀賽將有更多中超球迷可入場觀賽。。 新華社新華社

■■易建聯易建聯
僅缺席季僅缺席季
初比賽初比賽。。

新華社新華社

加盟愉園的前曼聯青年
軍查理史葛來港後已完成

14日強制隔離，周三已入住球會安排的宿舍，新季
將披上4號球衣征戰港超。 愉園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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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力R&F港超事件簿
2016至2017球季
主力球員：卓耀國、張國明、曾偉晃

2016年7月獲港超工作小組及足總通過南下參賽，
條件是要以100萬冠名贊助一項盃賽，要註冊8名本
地球員（每場最少出3個），最多2名外援，而且沒
有代表香港出戰亞洲賽資格。首季班費約1,000萬，
以「R&F富力」名稱參賽，全季成績平平，聯賽11
隊排第10。

2017至2018球季
主力球員：伊達、羅拔圖、基奧雲尼

獲足總放寬可以註冊外援，並改以廣州燕子崗體育
場為主場，更破天荒在內地安排全季18場聯賽直播。
班費提升至約2,000萬，重金簽入伊達、羅拔圖、基
奧雲尼及周綽豐等，配合內地年輕球員成軍，聯賽10
隊排第7。青年梯隊則外判給當時由趙俊傑、蘇來強
等創辦的「自由人」負責。

2018至2019球季
主力球員：林志堅、盧均宜、陳俊樂

易名為富力R&F，聘請楊正光為主教練，繼續重金
挖人，班費大幅提升至港超紀錄的5,000萬，季初被
傑志投訴非法接觸旗下球員而結怨。然而始終未能打
入盃賽決賽，季尾聯賽亦在大好形勢下被冠忠南區逼
和，主場對和富大埔關鍵一戰更反勝為敗，最終以5
分之差屈居亞軍。表現出色的陳俊樂季中獲提拔上中
超富力一隊。

2019至2020球季
主力球員：伊高沙托尼、林志堅、迪布尼

重金簽下伊高沙托尼、林柱機及方栢倫等，續組
5,000萬大軍，季前拉隊到葡萄牙集訓。上半季穩居
聯賽榜首，下半季再簽入林嘉緯增強實力。復賽前有
梁諾恆及利安高投奔中甲，簽入的徐宏傑、林恩許及
馮慶燁又未能註冊，最終於足總盃決賽不敵東方龍
獅，聯賽更在冠忠南區及傑志身上共失5分，最後距
離冠軍只是2分之差得季軍。新球季原定將青年軍外
判給標準流浪，惟當代表香港出戰亞冠成泡影，煞科
後決定退出。

就在港超聯新球季展開前的10日，富力R&F昨日終於發出官方聲明，證實新一季會退出香港超級

足球聯賽。假若最終只餘8支港超球隊，便會是港超歷來最少參賽者的一次，也是本地頂級聯賽自

2005至2006球季後的新低。據悉足總正考慮是否應該將聯賽改行三循環制，以維持一定數量的比

賽場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醞釀多日的「富力退出」事件昨日得到證實，會方在FB專
頁上載公開信，表明退賽始末。信中指出球會「從2016

年成立至今，征戰港超4年間不遺餘力在香港本地開展多個梯
隊青訓工作，簽約優秀球員並為球員在廣州提供更好的訓練條
件，更將優秀的香港本土球員推舉到中超球隊，令更多本地足
球菁英得以在更廣闊的賽場上施展才華。在競賽以外，亦力推
將主場搬遷至廣州，嘗試在大灣區內讓粵港兩地球迷更多了解
港超聯賽，並斥資安排電視及網絡直播推廣港超聯賽事，在加
強兩地體育文化交流方面作出巨大的努力和投入」。
富力自空降港超以來，4年來投資超過1億3,000萬元，為
本地足球生態帶來極大改變，特別是大幅度提高職、球員待
遇，如今在新球季展開前10日突然退出，大部分圈中人都
相信，是因為4年來都四大皆空，成績與投資不成正比有
關。皆因會方在6月才宣布，新球季會改將青年軍工作外判
給標準流浪，之後也曾重金簽下林恩許及杜度等球員，絲毫
不似會有退出跡象。
不過，會方在公開信中卻另有解釋，指是與香港足球氣氛
有關：「會方從來一心只為香港足球運動發展，對過去四年
的努力無愧於心，鑑於現時的香港足球氛圍，決定從即日
起退出香港足球超級聯賽。衷心感謝曾經給予我們幫助的各
個單位和合作夥伴！」

足總考慮三循環維持比賽數量
港超缺少了一支巨型班，球員生計難免受到衝擊，收入減

少之餘更有可能被迫要轉行發展。足總在編訂賽程時也大失
預算，要為增加比賽絞盡腦汁。據悉新球季甚至會考慮走回
頭路，效法1988至1989年度般改踢三循環。由於只餘理文
一隊選用將軍澳運動場，於富力退出後，新球季主場分配未
受影響。根據最新情況，東方龍獅及傑志會坐鎮旺角場、冠
忠南區續用所屬地區的香港仔運動場、愉園成功殺入深水
埗、香港飛馬返回元朗、流浪進佔斧山道、晉峰則因輪次落
後未能搶得深水埗，會被分發到青衣展開首個港超球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永淦）圈中
人都恐怕富力退出會引起骨牌效應，令
香港足球再次落入冰河時期。事實上，
近年確有不少球隊退出頂級聯賽，無論
港超成立之前或之後，而今季連同富力
在內，更一次過有3隊退出，冰河之說
絕非危言聳聽。
帶領富力兩季的主教練楊正光表示，

自己與球會尚有半年合約，暫時會先幫
球員找球會收留，暫未想及自己前程。
他又承認有個別外援獲中甲球隊垂青，
但因轉會窗已關閉，即使能落班也會是

半年後的事。
本地華人則感到非常徬徨，今季由理
文轉會到富力的方栢倫表示：「當然想
繼續踢，但現時即將開季，未必會有人
肯收留，好在自己有學位，萬一踢不到
也可以轉行。」
至於富力聯賽季軍身份有機會獲得的亞

協盃外圍賽資格，將會交到殿軍理文手
上。不少球迷都推測，理文可能會因為首
度出戰亞洲賽而擴軍，收留部分富力舊
將。會方回應指對亞洲賽席位抱觀望態
度，其他事情則會交由管理層稍後研究。

富力退出恐引骨牌效應

■■富力富力R&FR&F散班散班，，基奧雲尼基奧雲尼（（左左））
等球星暫時未知去向等球星暫時未知去向。。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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