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

体 育

2017 年 6 月 16 日 星期五

责编/曹歆

楼世宇

美编/严勇杰

照排/车时超

备战世界女排大奖赛

中国女排
抵达北仑封闭集训

昨日现身北仑的张常宁（左）和林莉。

刚从瑞士女排精英赛归来的中国女排
15 日在执行教练安家杰的带领下，现身北仑
女排训练基地，这意味着中国女排新一轮封
闭集训的开始。她们将在这里备战七八月间
举行的世界女排大奖赛，这也是今年中国女
排最重要的赛事。
6 月 13 日，中国女排刚刚返回北京，这支
以年轻球员主打的队伍获得了瑞士女排精英
赛铜牌。在安家杰看来，这次参赛已经达到
了既定目标，几名小将的发挥比想象中好：
“原来我曾担心她们从青年队上来就打成年
组国际比赛，可能会毛躁、拘谨或者不知所
措，但她们实战中挺敢打敢拼的，打出了年轻
人应有的气势，这一点让人很欣慰。”他还特
别提到了刘晓彤：
“作为队长，她从原来的‘猛
打猛冲’型转变为稳定型，表现也不错。”
如果
满分是 100 分，安家杰给这次中国女排的瑞
士之旅打 75 分，
“ 因为她们在技术上还有很
大的上升空间。
”
这次来北仑封闭训练的人员并不整齐，
因为全运会女排成年组 8 到 13 名附加赛将
于 15 日至 20 日在云南禄丰举行，朱婷、袁心
玥、丁霞等国手将为各自母队出战，之后才能
回国家队报到。安家杰表示，教练组已经考
虑到这些队员的情况，会有特别的安排：
“肯
定会给她们留出恢复和调整的时间。
”

“前一段集训主要给新人们灌输国家队
的理念和意识。今年国家队集训时间较短，
我们要集中抓几个主要的技术环节，包括拦
网。经过瑞士赛，一些问题暴露得更突出了，
下一阶段训练也会更有针对性，尤其要给年
轻队员
‘开小灶’。
”
安导说。
至于接下来的世界女排大奖赛分站赛和
总决赛，安家杰希望球队届时能拿出更好的
水平：
“ 大奖赛不是每一站都尽遣主力，前期
会给年轻队员更多机会，慢
慢进入状态，希望总
决赛有好的表
现。
”

860 亿人民币！
巴西官方公布
里约奥运会最终办赛费用
当地时间 14 日，巴西官方公布了里约奥运会最终
办赛费用统计，称总额达到 430 亿雷亚尔（1 雷亚尔约
合 2 元人民币），其中仅场馆建设和保障一项就达到了
72.3 亿雷亚尔。
里约奥运会结束后，巴西成立了奥运遗产管理委员
会来负责管理奥运场馆和奥运会后续事务。根据该管
委会的统计报告，里约奥运会采取公私合营方式办赛，
其中由公共资金承担的基础设施建设总额为 246 亿雷
亚尔，里约奥组委运行费用 75 亿雷亚尔。在后续事务
中，水电费是最大的开支。
官方提交的报告中指出，
在里约城郊的奥林匹克公
园，现在大部分场馆都是空置的。由于里约奥运会一直
被无数经济和组织问题所困扰，并且在巴西陷入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时举办，因此围绕
里约奥运会及其善后事宜不断引发人们对城市建设的
质疑。上个月，一位巴西的联邦检察官曾说，里约奥运
会的许多场馆都是
“无计划”
建设的
“累赘物”
。
目前，大多数奥运场馆正由巴西联邦政府所运营，
将场馆拍卖给私人经营者的计划失败了，因为只有一个
投标人对此感兴趣。
奥运遗产管理委员会承认，管理奥运遗产的任务十
分艰巨，重要的是尽快将场馆推向市场，以举办赛事和
其他活动来实现自力更生。眼下的目标是从今年 6 月
开始，每个月在奥运主场馆区能够举行 3 次以上大型活
动，争取到今年 12 月能够每月举行 10 次大型活动。
管委会主席保罗·梅洛表示：
“经过努力，我们已经
争取到里约摇滚音乐节等知名活动在奥运公园内举
办。也许我们将难以百分之百地实现预期管理目标，但
是我们力争不让奥运场馆变成
‘白象’
工程。
”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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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出炉

中超大牌外援时代或将终结
6 月 14 日，中国足协公布了《2017 赛季夏
季注册转会期收取引援调节费用相关规定》。
规定中表示：今夏转会窗，亏损的俱乐部引进的
外援每人不得超过 4500 万人民币，国内球员每
人不得超过 2000 万人民币，若超过标准将等比
例全额收取引援调节费用。
4500 万人民币，折合成欧元大约 590 万。
根据德国转会市场网上目前的球员身价来看，
当今中超联赛，超过这一规定的外援共有 17
人，分别是：奥斯卡（2500 万欧）、胡尔克（2200 万
欧）、特谢拉（1900 万欧）、维特赛尔（1500 万欧）、
拉米雷斯（1400 万欧）、高拉特（1200 万欧）、伊哈
洛（1000 万欧）、保利尼奥（1000 万欧）、杰克逊·
马丁内斯（900 万欧）、佩莱（800 万欧）、米克尔
（800 万欧）、奥古斯托（750 万欧）、特维斯（700 万
欧）、吉尔（660 万欧）、阿兰（650 万欧）、扎哈维
（650 万欧）、瓜林（650 万欧）。
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德国转会市场网对
于球员的估价，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外援来到
中超，转会费都要远远高于他们的身价。拿上
海上港来说，虽然奥斯卡的估价是 2500 万欧，

但是赛季初上港花费了 6000 万欧元才把他带
来中超，折合人民币约 4.59 亿元；另一名外援艾
哈 迈 多 夫 转 会 费 800 万 欧 元 ，折 合 人 民 币 约
6120 万元。根据足协新规，如果俱乐部引进外
援超出 4500 万人民币/人次，要按等比例全额
收取引援调节费，也就是说，要是这个新政赛季
初就已推行的话，上海上港要缴纳 5 亿多人民
币的调节费，
才能完成自己的引援拼图。
此外，新政中提到，以俱乐部上交的 2016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资产负债表为依据，对处于
亏损状态的俱乐部收取等额引援调节费。而放
眼当今中超，上赛季只有两家俱乐部盈利，分别
是长春亚泰和延边富德。所以对于中超诸强，
新政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随着夏季转会窗口的临近，诸如奥巴梅扬
等一系列大牌外援频频与中超球队传出“绯
闻”，吊足球迷们的胃口。此番中超新政横空出
世，如果各支球队真的都按照 590 万欧元的标
准引援的话，或许一切的打算都将成为泡影，中
超的大牌外援时代，
也可能就此划上句号。
本报综合报道

韩国男足主教练施蒂利克“下课”
据新华社电 由于韩国队在世界杯预选赛
中战绩不佳，韩国足协于 15 日宣布解雇球队的
德国主帅施蒂利克。
今年 62 岁的施蒂利克 2014 年 9 月拿起韩
国队的教鞭，并且率队在 2015 年初举行的亚洲
杯中获得亚军。但在去年开打的俄罗斯世界杯
预选赛亚洲区 12 强赛上，韩国队的表现并不理
想，在已经进行的 4 个客场比赛中未尝胜绩，其
中包括在今年 3 月 0：1 负于中国队。卡塔尔当

地时间 13 日，韩国队又以 2：3 客场不敌卡塔尔
队，韩国足协技术委员会于 15 日召开会议，做
出了解雇施蒂利克的决定。
12 强赛 8 轮比赛过后，韩国队以 13 分位居
A 组第二，尚未获得直接晋级世界杯的资格。
球队目前仅领先排名第三的乌兹别克斯坦队 1
分，剩下的两场比赛，他们将先后对阵伊朗与乌
兹别克斯坦。
目前，
韩国队尚未公布新帅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