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赛季只剩下一场
足协杯决赛，各俱乐部都已启
动引援计划。按照中国足协
推出的职业联赛“外援新政”，
明年中超联赛每家俱乐部全
季外援引进总人次、同时注册
人数和同时在场人数分别为
6人、4人和3人。由于新政
并未对亚足联外援注册及上
场人数具体限定，因此4支亚
冠参赛队与其他12支球队的
外援配置必然出现差异，对中
超联赛的竞争也会产生影
响。不过新政削减外援数量
的同时向U23球员倾斜，从
长远来说有利于本土球员收
复失地，而“牺牲亚外”也将成
为中超的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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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帆船帆板赛后又迎来本土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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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颖报道:
11 月 21日上午，2017 年“九
洲杯”蓝色干线帆船赛开幕
式在珠海帆船赛事保障基地
举行。该赛事紧随2017全国
帆船帆板锦标赛后举办，意
在让竞技体育带动群众体育
和体育产业在珠海的发展，
逐步形成“爱帆船，来珠海”
的参与氛围。

打造珠海新名片

2017年“九洲杯”蓝色干线
帆船赛由珠海九洲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主办，珠海市九洲航海文
化有限公司承办。赛事于11月
20日至24日进行，以珠海帆船
赛事保障基地为母港，在九洲港
——野狸岛海域比赛。

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上
海、福建、海南、广东等地，以及

美国、意大利的100多名帆船运动
爱好者参与其中。19支代表队将
进行珐伊28R统一组别的竞赛。

据悉，珠海曾提出不仅要摸
索体育赛事办赛经验，培育相
关产业市场，更应努力打造自
身帆船赛事品牌，朝着打造国
际帆船赛事品牌的方向努力，
让帆船成为美丽珠海的一张新
名片。九洲控股集团首创珠海
自主品牌赛事——“九洲杯”帆
船赛，紧随2017年全国帆船帆
板锦标赛结束之后举行。珠海
市文体旅游局副局长邬向明表
示，该赛事意在借助竞技体育
带动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在珠
海的发展，贯彻党的十九大报
告关于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
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
要求，逐步形成“爱帆船，来珠
海”的参与氛围。

高手云集齐“玩海”

本届“九洲杯”高手云集。
选手中不仅有参加过“环海南
岛 帆 船 赛 ”的 意 大 利 Silver
Wind迎风帆船队、国内帆船界
名人刘广辉，还有2012年无锡

“太湖杯”帆船赛、2016年西
昌国际帆船邀请赛冠军厦门
帆友会俱乐部、香港的Ligh-
thorse 帆船队，以及来自青
岛的帆船之都·青岛队。

作为珠海自主品牌赛事，
2017年“九洲杯”蓝色干线帆
船赛吸引了珠海本地帆船爱好
者组队参赛，海韵帆船队、铁甲
帆船队和蓝天帆船队是三支来
自珠海本土的帆船队伍。海韵
帆船队是珠海首个全部由业余
选手组建的帆船队，蓝天帆船
队近年持续参加包括潮人杯、
华南杯帆船赛等赛事，积累了
丰富的赛事经验。

海韵帆船队的负责人冯学
毅表示，自己参与帆船赛事已
经有七八年时间，这次珠海的
自主品牌赛事，在家门口比赛
非常开心，已经做了积极的备
战准备，力争能够取得优异成
绩。同时也希望借助此类非竞
技性的比赛，吸引更多人关注
并参与“玩海”。

观赛摄影两不误

2016 年全国帆船锦标

赛，拉开了珠海发展水上运
动的新序幕，而2017全国帆
船帆板锦标赛则更上一层
楼。不仅使珠海市民感受了
帆船运动的独特魅力，向世
人展现了珠海这座滨海休闲
城市的风采，提升了珠海的
城市影响力，更为珠海发展
蓝色海洋经济、推广海洋休
闲旅游产业、满足市民水上
健身休闲活动的需求起到了
引领作用。紧随其后的2017
年“九洲杯”蓝色干线帆船赛
致力于推广滨海休闲生活方
式，为普通民众搭建起走近
海洋生活的桥梁。

据悉，本次赛事为市民
提供了四个最佳观赛点，分
别是珠海帆船赛事保障基
地、海滨泳场、棱角嘴、野狸
岛；除此之外，珠海特区报社
还将开展包括摄影及视频拍
摄大赛等系列活动，进一步
推进品牌影响，传播帆船文
化。市民可留意“珠海特报”
APP，参与摄影摄像作品征
集。征集截至时间为本月26
日。

亚外闻风“逃离”中超

足协杯决赛第2回合将于
本周日在上海体育场举行，中
超最后一张亚冠入场券将水落
石出。按计划，2018赛季国内
职业足坛首次转会窗口于明年
1月1日开启直至2月28日。
受外援及U23新政的影响，新
赛季中超每队同时注册外援人
数为4人，同时在场外援人数
最多为3人。其实从2017赛
季业已推出的外援新政来看，
虽然外援同时注册总人数没有
变化，但因外援同时上场人数
减至“最多3人”，中超还是出
现了相当数量的“闲置外援”，
特别是亚足联外援。

在今年夏天转会窗口开
启之际，金亨镒、张贤秀、金承
大、尹比加兰和洪正好等5名
韩国外援先后离队。在留守
中超的7名韩国外援中，除天
津权健的权敬源外，大部分都

已被边缘化，明年执行的新政客
观上也加剧了亚外被“清洗”的
态势。在上周末足协杯决赛首
回合较量中，申花队韩国外援金
基熙甚至连替补资格都没有。
而在本赛季中超落幕后，也有多
名亚足联外援离开中超，包括中
赫国安的乌兹别克斯坦国脚克
里梅茨等人。

足协不给亚冠球队搞特殊

在2012赛季中段，中国足协
为配合参加亚冠联赛的中超球队
应对多线作战，曾推出过“同时注
册7名外援”的亚冠球队优惠政
策。由于当季只有广州恒大一支
球队从亚冠小组赛中突围，因此
该政策的实际受益者也只有恒大
一家。而由于该政策涉嫌制造不
公平竞争，被其他俱乐部所诟病，
政策于2013赛季被废止。按照
足协新政，每支中超球队可以同
时注册4名外援，且可全部为非
亚足联外援。但亚足联目前在亚

冠比赛中仍执行“3＋1”的外
援使用政策，即各亚冠参赛队
可同时注册4名外援，其中至
少1人为亚外。那么参加亚冠
的4支中超球队和其他12支
中超球队在引援配置方面的差
别就会产生。换言之，亚冠参
赛球队因为需要引进亚外而在
外援贮备方面可能会吃亏。

据悉，对于上述可能性，足
协内部也曾有过预判。在规则
讨论过程中，有人曾提出给4
支亚冠球队设计一定的优惠政
策，并根据在亚冠竞争中的“进
度”区别对待不同球队，比如

“给亚冠参赛队多配置1个外
援名额”。但出于公平竞争考
虑，这个提议并没有被采纳。

中超“牺牲亚外”在所难免

亚足联之所以在2009年
改制亚冠初始就推出“3＋1”
的外援政策，其主要目的就是
加强旗下各会员协会顶级联赛

间的交流，特别是人员交流，以
整体拔高亚洲职业足球的水
平。但由于亚冠联赛分布范围
广，有些会员协会担心自身利
益受损，并没有落实到“严丝合
缝”，其中就包括日本、韩国联
赛。在近几个赛季的亚冠赛场
上，日、韩俱乐部队单场比赛只
安排1个或2个外援登场的例
子数不胜数，而韩国浦项制铁
2013赛季还以“全韩班”夺得
K联赛桂冠，并且在第二年的
亚冠小组赛中大比分战胜拥有
豪华外援配置的山东鲁能。由
此不难看出，日、韩球队对于外
援的依赖程度远远低于中超球
队。目前身为亚足联竞赛部负
责人的韩国人申晚吉也曾表
示，韩国联赛并不强求亚外登
场，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亚外并不一定强于韩国本土球
员，而在本国最优秀的球员登
陆欧洲之后，韩国联赛也需要
在培养锻炼本土球员方面担负
更多责任。

从足协新政来看，亚外将
不可避免地面临被逐步清出中
超的境地。不过，新政的执行
并没有违背亚足联相关规则。
此外，U23本土球员新政虽然
有益于年轻球员被挖掘和提
拔，但综合实力介于外援及年
轻球员之间的绝大多数本土其
他年龄段球员的生存问题也应
引起足协的重视。随着外援人
数被削减，腾出来的上场名额
更有益于本土球员的优胜劣
汰，无论竞争结果如何，受益的
都将是本土球员。既然日、韩
联赛在设计外援政策方面更多
考虑的是满足自身发展需求，
中超“牺牲亚外”也无可厚非。
欧美强援加本土精锐力量，必
将成为中超大多数俱乐部的标
准配置。 （肖赧）

足协新政扶持本土力量收复失地

“牺牲亚外”中超引援变风向

本报讯 20日，在今年最后
一项乒联巡回赛、瑞典公开赛大
幕落下后，国际乒联公布了获得
今年年终总决赛参赛资格的名
单。今年杜塞尔多夫世乒赛男女
单打冠军马龙、丁宁均因参赛站
数不够而落选。今年乒联年终
总决赛将在下月14日在哈萨克
斯坦的阿斯塔纳举行。男女单
打各16位选手和男女双打各8
对将角逐总奖金 100 万美元。
不过参赛门槛儿不仅要求选手
的乒联积分，更对选手的参赛场

次做出硬性规定：单打选手必须
参赛5站乒联巡回赛，双打选手
必须出席4站。正因为如此，积
分原本排名单打前16的马龙（3
站）、闫安（4站）、丁宁（2站）、孙
颖莎（3站）就都无缘参赛。中国
共有4位男选手获得参赛资格，
分别是樊振东、林高远、方博、许
昕，获得参赛资格的5位女选手
是陈梦、王曼昱、顾玉婷、朱雨玲
和陈幸同。中国国家队没有男双
组合入围，女双只有陈梦/朱雨玲
参赛。 （李远飞）

国际乒联年终总决赛名单揭晓

马龙丁宁均未获参赛资格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
21日上午，杨扬、赵宏博、杜丽等
退役和现役的体坛明星汇聚北京
冬奥组委，参加北京冬奥组委运
动员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为使北京冬奥会更好地体现
“以运动员为中心”，发挥运动员
在筹办工作中的作用，北京冬奥
组委成立了运动员委员会。经过
中国奥委会、中国残奥委会推荐，
组委会研究决定，王冰玉、王海
涛、王莉诺、王皓、叶乔波、刘佳
宇、刘显英、杜丽、李宏雪、李佳
军、李妮娜、杨扬、张虹、陈露、周
洋、赵宏博、夏丽娜、韩晓鹏、褚贝
贝（以上顺序按姓氏笔画排列）
19人为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其中
杨扬担任主席。

为体现更广泛的代表性，委
员包括现役运动员和退役运动员
代表，冬季运动项目运动员和夏

季运动项目运动员代表以及残疾
人运动员代表。其中，乒乓球名
将王皓和射击奥运冠军杜丽来自
夏季项目。

中国冬奥会首枚金牌得主、
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杨扬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天我蛮激
动的，这次这样重视运动员委员
会的成立，又能这样具体地给运
动员委员会下任务，我觉得对我
们来说是一个认可。我们的责任
很重，但是有热情和激情把这件
事做好。2022年冬奥会将以运
动员为中心，需要了解运动员的
需求，无论赛事筹办，还是运行保
障，各方面都要以运动员的需求
为要求。”

同时身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
杨扬还说，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
委员会将为全世界运动员服务，
从不同角度聆听他们的需求。

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杨扬任运动员委员会主席

11月
21 日，北
京冬奥组
委运动员
委员会主
席 杨 扬
（中）在会
后接受采
访。
新华社

新华社米兰 11 月 20 日电
当地时间11月20日晚间，第35
届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颁奖
典礼在米兰举行。由中央新闻纪
录电影制片厂报送的《航海者》获
得奥林匹克精神单元的最高奖项

“金花环奖”。
《航海者》通过大量海上拍摄

的画面，让观众为航海家翟墨感动
之余，也能透过作品感受到拍摄过
程的艰辛。据导演王长江介绍，这
部纪录片的前期拍摄从起航到到

达终点意大利，前后持续了近半年
时间，大量的素材积累，给后期制
作留下了充分的沉淀空间。

一年一度的米兰国际体育电
影电视节由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联
盟主办，目前已连续举办35届，
素有“体育奥斯卡”之称。此次共
有来自全球116个国家和地区的
147部体育影视作品参加10个
单元奖项的角逐，其中，包括《航
海者》在内的五部中国影片获得
不同单元的提名奖。

2017米兰“体育奥斯卡”落幕

中国影片《航海者》获大奖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20日
电 20日，NBA常规赛进行了11
场比赛，骑士队客场以116∶88轻
取活塞队，詹姆斯只上场三节、出
场总共27分钟后就离场，创本赛
季出场时间最少纪录。

面对活塞，骑士显得活力四
射：詹姆斯首节就拿下16分，三节
过后收获18分、8次助攻。第三节
结束时，骑士以101∶62遥遥领先，
最后一节两队派上替补阵容出场，
最终骑士以116∶88结束战斗。

此外，鹈鹕队以114∶107力
克雷霆队，黄蜂队主场118∶102
击败森林狼队，掘金114∶98战胜
国王队，步行者105∶97压制魔术
队，76人107∶86拦截爵士队，尼
克斯107∶85大胜快船队，开拓者
100∶92擒获灰熊队，奇才99∶88
击败雄鹿队，凯尔特人110∶102
战胜小牛队，马刺96∶85击落老
鹰队。

詹姆斯打完三节便收工

骑士客场大胜活塞

詹姆斯外线“发炮”。

恒大亚外全英权：我不想离开中超。

“九洲杯”蓝色干线帆船赛开幕式现场。 本报记者 朱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