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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足協工作報告，2017年，中國足協
（含福特寶公司）總體收入預算目標7.8億

元，較2016年增長2％，各項費用、稅金及附加
預算支出6.7億元，較2016年增長45％，資本性
開支8,400萬元，淨資產增加約0.8億元。
這份預算明確給出了2017年中國足協的各項費

用、支出分配（除稅金及附加外）計劃（建
議）。一是各級國家隊費用預算1.86億元；二是
青少年培養發展費用預算1.21億元；三是女足發
展費用預算6,400萬元；四是其他競賽類費用預
算8,800萬元；五是足球技術培訓費用預算3,300
萬元；六是足球推廣普及費用預算6,100萬元；
七是協會運營管理費用預算9,800萬元；八是資
本性開支預算8,400萬元。

蔡振華：不能因輸球看不到進步
目前，中國男足在世外賽12強賽的比賽中5戰
僅僅取得0勝2平3負，積2分在小組排名墊底。
但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中國足協主席蔡振

華17日在長達一個小時的致辭中表示，不能因為
中國男足的成績不佳，就質疑中國足球改革的成
效。他介紹，中國足球在過去一年中仍不乏進步
與成果。中國男足到2016年底排名世界第82
位，比兩年前上升了15位，並時隔15年再次進入
到爭奪世界盃出線資格的最後階段。而中超賽事
版權賣出80億高價（人民幣，下同），場均
24,000觀眾創歷史新高。
談及中國足球改革，蔡振華介紹稱，有許多地

區已經邁開了「管辦分離」的步子，但還有約四
分之一的地方足協改革仍然還在「推進」當中。
中國足協還有許多工作待完成。
會上，中國足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張劍宣佈

了具體的人事變動提議。魏吉祥、張吉龍卸任中
國足協副主席，李克敏、李穎川、孫永言卸任中
國足協執委。其中魏吉祥曾在2015年兩次被實名
舉報至中紀委，也曾於2016年11月在足協內部
會議上因違反八項規定而遭到了黨內警告的處
分。 ■中新社、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陳
曉莉）於上周末勇奪香港高級組銀
牌冠軍的傑志17日宣佈，成功邀得
新西蘭球隊、大洋洲足球聯賽冠軍
奧克蘭城赴香港參與賀歲盃，以代
替上周退出的澳洲U23國家隊；同
時確定NIKE香港有限公司為今屆
賀歲盃冠名贊助商。
大洋洲冠軍球隊奧克蘭城曾8次打

入世界冠軍球會盃，並於2014年與
皇家馬德里打入最後四強，最後奪取
該盃賽季軍。至於2016年的世界冠
軍球會盃，奧克蘭城以1：2僅負日職
冠軍鹿島鹿角。鹿島鹿角其後於決賽
碰上皇家馬德里，並以亞軍的成績完
成賽事。
連同奧克蘭城，本屆賀歲盃將有三

支冠軍球會參賽，包括韓職冠軍FC
首爾、泰超冠軍蒙通聯以及大洋洲足

球聯賽冠軍奧克蘭城。
賀歲盃門票18日起公開發售，單
日成人門票售價為港幣$380、$280、
$180，長者及學生特惠票則定價為港
幣$100。球迷可於18日午12時起透
過Cityline 購票網站或其熱線電話
2111-5333購買；球迷亦可親身前往
通利琴行購票。

由於澳洲泳協公開抵制中國隊，甚
至明令禁止澳洲游泳教練執教中國的
隊員，令孫楊和中國游泳隊今年不得
不留在中國訓練。
據搜狐體育消息，自北京奧運會

後，中國泳隊取得突飛猛進的進步。
其進步的原因，就是走出去引進來。
中國隊每年定期赴澳洲訓練，並且

邀請高水平的教練執教中國隊隊員，
孫楊的教練丹尼斯就是世界著名的中
長距離教練。但中國泳隊的進步令澳
洲感受到威脅，開始百般阻撓。
最近，孫楊在接受中國傳媒訪問時

就大吐苦水。他透露，近幾年每去澳
洲冬訓都不順利，當地的訓練館經常
拒絕他們，中國泳隊只能打一槍換一
個地方。
孫楊稱，自己也不想去澳洲了，這
樣的訓練環境太痛苦了。
日前孫楊在微博透露，他已回到訓

練館刻苦訓練。目標就是2018年在他
家門口杭州舉行的短池游泳錦標賽以

及2020年東京奧運會。
■記者 陳曉莉

中 國 男 籃 職 業 聯 賽
（CBA）16日晚繼續進行
第28輪角逐，廣東宏遠坐
鎮主場迎戰青島雙星，本
場比賽易建聯傷癒復出，
最終廣東以127：94大勝，
結束兩連敗，同時也終結
青島四連勝勢頭。該場比
賽，廣東隊易建聯16分13
籃板，周鵬33分6籃板3助
攻，布澤爾28分14籃板。
青島的瓊斯24分5籃板4助
攻，盧卡斯33分13籃板，
刁成灝10分3籃板，張騁
宇7分4助攻。

■記者 陳曉莉

「浪琴表馬術大師賽」
17日宣佈其第三站兼尾站
賽事將於2017年2月10日
至12日假香港亞洲國際博
覽館舉行。此項全球最負
盛名的馬術障礙賽盛事於
三大洲共設三個賽站，分
別為洛杉磯、巴黎及香
港。
本屆大賽將有多名國際
精英騎手參加，其中包括
備受港人關注的香港首位
全國冠軍騎手賴楨敏。她
於2009年在北京贏得全國
馬術錦標賽場地障礙賽冠
軍，並於去年首度獲邀參
加「浪琴表香港馬術大師
賽」。
今年，她將再次代表香

港出戰，與世界優秀騎手
一決高下。她表示：「今
次能重回家鄉，代表香港

與世界頂尖高手競技，我
感到十分榮幸。」
「浪琴表馬術大師賽」

獲國際馬聯評定為五星級
（CSI5*）高水準賽事，該
機構負責將國際馬術賽事
評定為一至五級。賽事將

經電視廣播至全球逾120個
國家。
而香港站購票網址：

www.longineshkmasters.
com 或 http://venue.city-
line.com。

■記者 陳曉莉

大洋洲冠軍代替澳U23赴港賀歲

青少年球員年齡造假問題一直
是困擾中國足球的一大難題，中
國足協不斷加大青少年骨齡檢測
工作的實施與監督力度，2016全
年骨齡測試共計檢測男、女足青
少年運動員2,694人，其中男足運
動員共計1,841人，女足運動員
853人。
據中國足球協會網站消息，中

國足協註冊青少年球員人數達到
42,153人。但青少年球員年齡造
假問題一直是困擾中國足球的一
大難題。為了確保公平、公正的
青少年足球競賽環境，足協不斷
加大青少年骨齡檢測工作的實施
與監督力度。截至2016年11月4
日，中國足協分別在廣西梧州（2
次）和北海、雲南瀘西、四川成
都、山東濰坊（2次）、海南海口
和陝西西安組織了9次檢測，檢測
年齡段為1999-2004。全年骨齡測
試共計檢測男、女足青少年運動
員2,694人，其中男足運動員共計

1841人，女足運動員853人。
而在檢測過程中，中國足協在

檢測區域張貼檢測流程宣傳板，
對教練員、球員及家長的詢問做
到及時認真的解答，獲得球員家
長和教練員充分的肯定。

■中新網

短 訊

澳泳協抵制中國
孫楊留中國冬訓

香港馬術大師賽
下月舉行

NIKE 丁酉賀歲盃賽程
（地點：香港大球場）

1月28日（年初一） 15:00 FC首爾對奧克蘭城

17:30 傑志對蒙通聯

1月31日（年初四） 15:00 季軍戰

17:30 冠軍戰■■傑志成功邀得新西蘭球隊傑志成功邀得新西蘭球隊、、大洋洲足球聯賽冠大洋洲足球聯賽冠
軍奧克蘭城前來香港參與賀歲盃軍奧克蘭城前來香港參與賀歲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首次公開財務預算 目標收入7.8億

第十屆中國足球

協會第三次會員大

會（「足代會」）

17日在湖北省武漢

市塔子湖足球訓練

基 地 召 開 首 日 會

議。會上，中國足

協公佈了2017年財

務預算，這是中國

足協首次公開財務

預算。其中在未來

一年，總體收入預

算目標7.8億元（人民幣，下同），各級國家隊撥款預算

1.86億元，青訓1.21億元，女足發展6,4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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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球員年齡造假一直困
擾中國足球。 資料圖片

■■20172017年年，，青青
少年培養發展少年培養發展
費 用 預 算 達費 用 預 算 達
11..2121億元億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足協主席蔡振華在中國足協主席蔡振華在「「足代會足代會」」上致上致
辭辭。。 中新社中新社

■■孫楊日前在孫楊日前在「「體壇風雲人物體壇風雲人物」」頒獎頒獎
禮中獻唱禮中獻唱。。 新華社新華社

■■廣東省戶外運動協會成立廣東省戶外運動協會成立。。 敖敏輝敖敏輝 攝攝

■■香港騎手賴楨敏將全力參賽香港騎手賴楨敏將全力參賽。。

■■中國男足上周在中國盃國際邀中國男足上周在中國盃國際邀
請賽獲得季軍請賽獲得季軍。。 新華社新華社

■■易建聯傷癒復出。
新華社

易建聯復出 廣東止連敗

保連奴與恒大續約一年半
據巴西媒體《環球體育》報道，廣州恒大巴西外援保連奴

已與球隊續約一年半，新合同到2020年底到期。原本保連
奴與恒大的合同為期四年，2019年6月到期，但據悉，保連
奴已與恒大提前續約。保連奴2015年從熱刺加盟恒大，轉
會費為1,400萬歐元。在恒大期間，保連奴助球隊兩奪中超
冠軍、一座超級盃獎盃、一次中國足協盃冠軍和一次亞冠聯
賽冠軍。

■記者 陳曉莉

粵打造全民健身國際品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港人赴廣東參加

戶外運動大賽將有更多選擇。記者17日從剛剛成立的廣東
省戶外運動協會獲悉，今年起，廣東將集中力量開展系列戶
外運動大賽，並將南粵古驛道系列賽打造成國際知名品牌
賽。廣東省戶外運動協會首任會長田新德表示，2017年，協
會將全力辦好南粵古驛道定向大賽、奔向第一峰（韶關．乳
源）鐵人三項挑戰賽、徒步穿越丹霞山等三大賽事，打造全
民健身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