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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考察6名入籍球员 训练地点初定海口

国足月底开启新年首次集训
谷泽浴受伤天津男篮后卫线“告急”

预算8212万美元 预计门票收入4564.4万美元

2023亚洲杯决赛落户浦东体育场

本报讯（记者 赵睿）中国队新一期集
训初步确定在1月下旬的晚些时候，考虑
到境外疫情和国际航班的因素，身处英
国的李可、蒋光太归来的难度比较大，中
国足协、国家队教练组都在密切关注情况
的变化。
中国队教练组计划把艾克森、洛国富、费

南多、阿兰、李可、蒋光太6名入籍球员召入
队中考察，洛国富、阿兰两人已于日前返抵上
海，并就地接受隔离观察。李可、蒋光太的归
来则充满变数，由于中英间定期客运航班暂
停运行，二人目前仍身在伦敦，何时启程尚无
定论，国家队教练组也有他俩缺席的预案。
按计划，上半年国家队还有一到两次集训，届
时他俩状态令人满意的话，仍有可能被李铁
召入队中。

包括入籍球员在内，将有大约25名球员
参加本期集训，除了召集考察6位入籍球员，
新一期集训大名单会根据过去一个赛季球员
的表现和状态做出取舍，吴曦、李昂、郭田雨、
刘殿座、韦世豪、池忠国、张玉宁等队员很可
能会出现在大名单中。武汉卓尔上赛季成绩
虽不理想，但像右后卫明天这样每场比赛拼
尽全力的队员李铁不会视而不见，按照他的
组队原则，没有强烈进取心的球员是无法披
上国家队战袍的。

本期集训地点在位于海口观澜湖的南方
训练基地。按照防疫要求，观澜湖度假酒店
已为国家队预留出一片相对独立，没有安排
其他散客入住的客房区域。南方训练基地的
场地条件比较理想，U22国家队、U20国家队
先后在那里长期练兵。

本报讯（记者 赵睿）2023年中国亚洲
杯的举办日期确定后，根据亚足联2023年
亚洲杯投标评估报告，上海新建的浦东足
球场将承办冠亚军决赛，能容纳37000人
的浦东足球场还将承办小组赛、四分之一
决赛和半决赛。

根据评估报告，2023年亚洲杯的预算为

8212万美元（约合5.7亿元人民币），预计门
票收入为4564.4万美元（约合3.2亿元人民
币）。本届亚洲杯承办城市有北京、天津、上
海、重庆、成都、西安、大连、青岛、厦门和苏
州，考虑到城市之间的距离，广州、深圳没有
成为承办城市。
亚足联官员温索尔·约翰表示：“亚洲杯

的名气和声望持续增长，每届赛事都超过了
人们的期望，我们相信即将到来的2023年中
国亚洲杯将会成为亚洲足球历史上规模最大
的赛事。我们很清楚，中国足协和各举办城市
将在2023年举办一届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比
赛，我们已经看到各个举办城市在基础设施建
设方面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展。”

本报讯（记者 申炜）2021赛季冬季转会
窗口已经在1月1日开启，不过与往年热闹
的开局不同，今年的转会市场明显冷清了不
少。在中国足协的限薪政策面前，中超各队
都保持着观望态度，“金元足球”的热潮正在
褪去。

自从冬季转会窗口打开后，截至目前动静
最大的俱乐部是河南建业，先从重庆当代引进
了迪力穆拉提，紧接着又官宣外援中卫舒尼奇，
由租借变为买断，正式转会到球队。除此之外，
中超其他球队目前均处于观望态度，一方面各
队的资金并不宽裕，另外一方面在中国足协颁
布了限薪政策后，各队在转会市场上一掷千金

的情况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
对于中超各队来说，目前最紧迫的问题

还是留住合同到期的球员。由于对俱乐部提
供的续约合同并不满意，徐新、刘殿座这样的
球员已经进入了转会市场，但在目前的限薪
政策面前，他们的去留还没有一个明确结
果。此外，谭龙已经确定不会同长春亚泰续
约，上海上港对他很有兴趣，但迄今为止还没
有完成签约。

由于今年的转会市场情况比较特殊，
中超各队采取的对策就是引进自由身的球
员。例如曾诚和冯潇霆已经确定正式转会
到上海申花，这次他们就是以自由身方式

加盟。中超各队都有合同到期的球员，其
中知名球员包括石柯、吉翔、周云和顾超等
人，他们一旦流入转会市场的话，必将成为
各队追逐的对象。

在外援方面，由于限薪令的实施，外援
实力处于下滑趋势。例如山东鲁能放走了
佩莱，选择了韩国K联赛上赛季的最佳球
员孙准浩。根据披露的信息，孙准浩的转
会费只有450万欧元，比最初全北现代开
出的670万欧元下降了不少。当然大多数
中超球队目前的引援消息还是静悄悄，按
照目前的趋势看，中超这个转会窗口将可
能是历史最冷清的一次。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中国足协宣
布，在全部中性名的申请材料中，超过80%
的俱乐部申报名称符合相关文件要求。这意
味着，中性名的改革工作已经进入尾声阶段。

昨天，中国足协宣布，中国足协职业俱乐
部名称专家审核小组在经过三次全体会议讨
论后，已经向58家中超、中甲、中乙及中冠升
级俱乐部发出书面回复，其中符合要求的答
复同意，不符合要求的向俱乐部说明具体理
由并要求俱乐部尽快修改名称后再次上报。
在全部申请材料中，超过80%的俱乐部申报
名称符合相关文件要求。

对于中性名的改革工作，各俱乐部还是
相当重视的，甚至成立了相关的工作小组，这
也是有八成俱乐部通过的主要原因。对于没
有通过名称审核的俱乐部，中国足协认为少
数俱乐部由于对文件要求理解不准确，或申
报名称与俱乐部股东关联企业存在联系，需
要再次修改。

此外，个别俱乐部正在进行有关股权
转让工作，俱乐部书面承诺将在近期完成
转让工作，并再次上报符合中性化名称要
求的材料。外界最关注的就是“河南建业”
的改名工作了，此前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

曾发布公告，表示球队将更名“洛阳龙门”，
然而却受到了不少球迷抵制。压力之下，
“河南建业”更名一事出现转机，俱乐部未
来名字确定保留“河南”。

有部分俱乐部提交的中性名称不止一
个，例如河北华夏幸福足球俱乐部提交了多
个备选名称，都获得了中国足协的审批过
关。接下来，几个备选名称将提交给相关部
门，获得批复之后就可以完成最终程序。天
津泰达足球俱乐部此前也提交了备选名称，
但截至目前没有透露任何信息，新名称究竟
是什么，依旧牵动着广大球迷的心。

建业更名引发争议 泰达新名仍未揭晓

足协中性名审核 八成俱乐部过关

“金元足球”热潮逐渐褪去 各队保持观望态度

中超冬季转会窗口遇冷

本报诸暨1月8日电（记者苏娅辉）明天20点，天津先行者
男篮将迎战四川队，这将是继12月28日后双方本赛季第二次交
手。激战在即，天津队却传出了伤病消息，谷泽浴在上一轮比赛
中受伤将休战一个月左右，这使得天津队的后卫线“告急”。

对阵新疆队比赛第四节，吴永胜技术犯规导致谷泽浴倒
地扭伤右膝。当时虽然已经感觉到疼痛，但坚强的谷泽浴一
直坚持比赛，继续发挥自己快速的优势冲击对手并连得6分，
帮助球队将分差缩至个位数。比赛结束回到更衣室，经队医
初步诊断，谷泽浴的右膝需要前往医院进一步检查。“当晚敷
药后，今天上午队医带我去医院照了核磁，诊断为右膝内侧副
韧带浅层撕裂，大概要休息一个月，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了。”谷泽浴无奈的表示。

谷泽浴近来上升势头正猛，伤病突袭让他不得不放缓
前进的步伐。“心情挺沉重的，一晚上没睡好，疼是一方面，
主要是心里挺难受。我很珍惜打球的机会，现在受伤了，
没办法训练、比赛，不能和队友们一起在场上拼，心里确实
不好受。”教练和家人都安慰他，放宽心、别有压力，安心养
好伤，很快就能重新上场。为避免患处受力，队医特意为
谷泽浴借了一副拐杖教他使用。同时还为他准备了支具，
以保护他的右膝。“我相信自己很快就会恢复的，一定会尽
早回到赛场的。”

谷泽浴受伤使得天津队在后卫线上再次面临考验，为缓
解老将田野的压力，教练组将考虑由林庭谦临时客串一号位，
同时将从后方紧急征调“00后”球员李林风到赛区。目前，李
林风正在准备核酸检测等相关事宜。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国际乒联昨天公布最新一期世界
排名，樊振东、许昕、马龙、林高远、张本智和占据男单前五名，
陈梦、孙颖莎、伊藤美诚、王曼昱、丁宁位列女单前五名。

此前，国际乒联公布了最新世界排名规则。新规则下，世
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大满贯赛事将纳入顶级赛事积
分行列，与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奥运会并列成为世界
排名顶端的三大赛事，冠军都可获得2000点排名积分。新的
世界排名将为参加WTT青年系列U19年龄组别的球员提供
乒乓球世界排名积分。这一规则将于2021年起实施，同时将
从国际乒联世界排名改为乒乓球世界排名。

新的世界排名举措还包括由每月更新排名改为每周二更
新排名，排名积分将在12个月后失效，以排名来决定赛事报
名截止时的自动入围球员名单，将根据球员比赛的轮次获取
相应排名积分，从排位赛晋级的球员即可获得排位赛和正赛
的排名积分，只有表现最好的洲际或国际赛事才被纳入最佳
8项赛事中。

樊振东陈梦高居最新世界排名榜首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为保证赛事能够安全顺利进行，
澳网官方昨天公布了一份堪称“网球史上最严”的防疫处
罚条例。选手和团队若离开澳网划定的隔离安全区域，将
面临高达20000澳元（约合人民币10万元）的罚款和犯罪
指控。

根据澳大利亚网协的计划，参赛球员将从1月15日开
始陆续抵澳，随即在指定酒店开始14天的强制隔离。对
于球员的防疫限制将继续实施，比如不能离开封闭赛区和
酒店，避免和赛事无关人员接触等。核酸检测阴性后的隔
离期间，球员可以进行训练，但只能选择一位固定搭档。
此外，允许观众入场的数量也从一开始传出的50%缩减至
25%。澳网赛事总监克雷格·泰利表示：“我们期待着在墨
尔本迎来世界顶尖选手们。此次澳网将与以往不太一样，
每个人的安全是重中之重，但我们还是有信心举行一届安
全的、令人高兴的大满贯赛事，给选手们一个在观众面前
比赛的机会。”

澳网规定，一旦出现违反防疫条例的情况，将视情节
从严处罚，其中包括：处以2万澳元的高额罚款、取消比赛
晋级资格、没收比赛所得奖金、延长隔离期、独自隔离在政
府指定酒店不许外出训练、逮捕、驱逐出境等。澳网声明
中还特别强调，不仅是球员违规照章处罚，团队成员违规
也将视为球员违规。据悉，今年澳网奖金总额与去年持
平，达到7150万澳元，对资格赛和前几轮被淘汰选手的奖
金均大幅提高。

澳网公布最严防疫处罚条例

据新华社电 英超阿斯顿维拉俱乐部7
日确认，因多人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俱乐部
当日关闭了训练基地。不过，他们仍希望8
日主场迎战利物浦的足总杯第三轮比赛能如
期举行。
维拉当日发布公告称，一线队球员及工

作人员4日进行了例行新冠病毒检测，收到
多个阳性结果，相关人员立刻进入隔离。俱
乐部之后又展开一轮检测，7日又新添了一
些阳性结果。
为此，维拉关闭了训练基地，一线队当

日的训练也宣告取消。就在众人以为8日
比赛大概率要泡汤之时，维拉又发布一则
声明强调，他们还在与英足总紧密配合，希
望确保8日的比赛如期举行。至于能否如
愿，还要等8日一早收到追加的一轮新冠
病毒检测结果再看。
维拉希望就算派青年队上场也要按期完

成比赛，南安普敦本应于7日进行的比赛则
因来自英甲的对手什鲁斯伯里阵容遭遇新冠
疫情而取消。
另外，鲁尼率领的英冠德比郡一线队也

因同样原因无法出战本周的足总杯比赛，只
能由23岁以下和18岁以下队的球员顶替。
两天前，英超刚刚公布了20家俱乐部上

周进行的两轮检测结果，总共40个阳性结果
为本赛季以来单周最高。截至目前，本赛季
的英超赛程上已有4场比赛因疫情推迟。
由于疫情形势严峻，英格兰5日起进入

第三次全面封锁，至少持续至2月中。不过，
英超等职业体育赛事暂不受影响，仍可在空
场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据新华社电 据瑞士当地媒体7日报道，
前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日前生病住院。虽然
布拉特病情较为严重，但并没有生命危险。
布拉特的女儿科琳接受瑞士媒体采访时

说：“我的父亲正在住院，他的病情每天都在
好转，但他需要时间充分休息。”科琳同时表
示，希望公众能够尊重布拉特的隐私。
布拉特1998年开始担任国际足联主席

并多次连任。2015年，布拉特因被指控涉嫌
贿赂和洗钱而被停职接受调查。由于2011
年布拉特向普拉蒂尼违规支付200万瑞士法
郎（约合人民币1462万元），两人最终被以贿
赂以及腐败的罪名禁止在6年内参加国家与
国际层面任何与足球相关的活动。

据新华社电北京首钢男篮8日发布讣告称，俱乐部前队
员韩崇凯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30岁。

讣告称，1月7日12点24分，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前队
员、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员工韩崇凯因病抢救无效，
在北京安贞医院逝世，享年30岁。

韩崇凯从北京首钢青年队中成长起来，2010年加入北京
首钢男篮，并随队获得2011—2012赛季CBA联赛总冠军。
后因可能危及生命的疾病，早早选择退役。退役后，韩崇凯成
为俱乐部工作人员。

韩崇凯1990年出生于辽宁，于2010—2011赛季开始为
北京队征战 CBA 比赛，司职中锋，连续效力 3 个赛季。
2012—2013赛季，韩崇凯场均贡献3.3分和0.8个篮板。

阿斯顿维拉俱乐部
关闭训练基地

前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
病重入院并无生命危险

前北京首钢球员韩崇凯因病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