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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上周拿下瑞典GKSS杯冠军后，中国宁波一号
帆船队作为唯一来自中国的团队，于17日在M32世
界帆船锦标赛上再次夺冠。这支船队由两届美洲杯冠
军得主雷格・蒙克领衔，由国际和国内水手共同组成，

中国奥运金牌得主徐莉佳出任船队形象大使。
中国宁波一号联席主席苏文骏介绍，中国宁波一

号正与宁波市合作培养一支最高水平的帆船队，参加
世界帆船巡回对抗赛和M32世界帆船锦标赛，此外还

将在宁波梅山新区开发区域性帆船中心，建成后将提
供赛车、高尔夫、水上运动等系列休闲体育设施，不仅
能举办国际赛事，还将进一步推广帆船运动。

据《人民日报》

CBA北京控股篮球俱乐部19日宣布已同马布里
正式签约，马布里新赛季将身披北控男篮战袍，转战奥
体中心，继续为北京的球队征战。

北控篮球俱乐部表示，在北京首钢男篮决定不与马
布里续约后，北控和马布里走到了一起，这样既可以满足
马布里在北京继续再打一年球的愿望，又能够给北控这
支新赛季招兵买马、志存高远的青年军带来丰富的经验。

据介绍，北控篮球俱乐部之所以最终选择马布里，
除了竞技层面的原因之外，也充分考虑到马布里曾经为
北京篮球作出的贡献，认可他在昔日取得的成绩和在球
场上的拼搏精神，同时也因为北京球迷对他的拥戴和喜
爱，最终促成了双方的合作，这样也让北京球迷继续有
机会看到自己的城市英雄在北京续写辉煌。

与北控签约后，马布里表示：“北京是我的家，我很
难想象，在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赛季，自己会离开北
京，为其他城市打球的感觉。现在我的梦想实现了，我
的心永远和北京在一起，我会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留在
最后一个赛季的球场上，帮助球队。希望北京的球迷朋
友们，能够来奥体中心为我们加油，因为这支球队同样
代表北京。”

随着马布里的加盟，新赛季北控篮球俱乐部北京农
商银行队的三名外援已经全部确定，分别是马布里、兰
多夫和阿巴斯。

据悉，本月30日北京控股篮球俱乐部将在奥体中
心举办马布里正式加盟球队的媒体见面会。

据新华社

中国宁波一号帆船队
在M32世界帆船锦标赛夺冠

体彩开奖公告

大乐透第17083期：02 05 14 22 34 03 09
6+1第17083期：5 8 7 0 1 7 7
20选5第17193期：02 06 12 13 20
排列5第17193期：8 8 0 4 2

（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马布里加盟北控男篮

西班牙足球界曝出腐败丑闻！西警方18日
在一次代号为“苏尔”的反腐行动中，逮捕了西足
协主席比拉尔等数人，并搜查了位于马德里拉斯
罗萨斯的西足协总部。

据西班牙媒体透露，比拉尔于当天早晨在自
己的住所被带走。与他同日被捕的还有他的儿子
戈尔卡·比拉尔以及西足协经济部门副主席兼特
内里费足协主席胡安·帕德隆。据估计，本次行动
逮捕人数有10余人，他们涉嫌非法挪用、个人腐
败及伪造文件等。此外，西警方当天也对西足协
总部以及特内里费、巴伦西亚足协等地方足协办
公室展开了多起搜查。

这一反腐行动源于西班牙高级体育委员会于
2016年做出的一次指控。调查人员认为比拉尔
涉嫌通过推进西班牙国家队与其他球队间的友谊
赛，为其出任律师的儿子牟取商业利益。他们已
就国家队此前曾进行的一些友谊赛展开了调查，
其中包括2016欧锦赛前西班牙对韩国和波黑队
的热身赛。

与此同时，调查人员还指出，西足协主席涉嫌
与西班牙各地区足球协会的领导人进行交易，获
取他们的支持，以保证自己连任。比拉尔自1988

年出任西足协主席以来，已担任这一职务长达29
年，今年4月他刚刚再次实现连任。目前他还兼
任国际足联副主席等职务。

由于警方的行动，当日西足协发表声明，宣布
原定于20日举行的新赛季西甲及西乙赛程抽签
将推迟。 据新华社

西班牙足坛反腐
足协主席及其儿子被捕足协主席及其儿子被捕
新赛季西甲赛程抽签将推迟

西班牙足协主席比拉尔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