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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协关注“竞价引援”事件
已向俱乐部发函展开调查

恒大称引援报道失实

昨天，中国足协在官网发布声明，“疑似”回应近期恒大
与国安竞价奥巴梅扬的传闻。足协表态称，如发现违规行为
将严肃处理。随后，广州恒大发声明表示引进德甲球员系子
虚乌有。

京彩聚焦

公益乐事大家说

“玩体彩，咱也是为公益事业
作了贡献！”如今，这样的念头已
经钻进了越来越多人的心里。那
么，对于体彩的公益属性，北京的
体彩大奖得主和彩站销售员们都
是怎么看的呢？

足协声明 违规引援必处罚

中国足协的声明称，“网络
上出现了‘两家俱乐部疑似就
引进外援抬价’的相关新闻，引
起社会关注。中国足协对此高
度重视，已向两家俱乐部发出
问询函，要求其说明具体情况。
在下一步调查中，如发现违规
行为，中国足协将依法依规进
行严肃处理。为规范国内外球
员转会行为，引导俱乐部减少
非理性投资，为中国足球职业
联赛的发展营造公平健康的环
境，中国足协将于 2018年继
续实行引援调节费制度。我们
将密切关注各职业俱乐部在新
赛季的引援运作，加大审查力
度，针对任何违规操作或乘间

抵隙的行为，中国足协将严肃
查处，绝不姑息。”
随后，广州恒大也通过网
络发表声明，称引进德甲球员
系子虚乌有。恒大的声明说：
“近日，有关我俱乐部‘以严重
超出中国足协设置的引援调节
费标准的费用，引进正在参加
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的球员’的
报道，纯属子虚乌有。相关德国
足球甲级俱乐部在接受德国媒
体采访时已予以明确否认。我
俱乐部将一如既往地严格按照
中国足协的相关规定，办理球
员转会，并对进行相关失实报
道的媒体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
权利。”

彩民每一分 社会更美好

1月 1日，大乐透第 18001
期开奖后，全国中出 4注 913万
多元头奖，其中 3注追加后的单
注头奖达 1462万余元。开奖后，
其中 1注追加大奖出自位于北京
市丰台区太平桥路 15号尚西泊
图写字楼的第 37267体彩店，中
奖者经先生仅投入 15元，以一张
5注单式追加票砍下 1462万元
大奖。说起体彩公益，经先生认
为，
“彩民的每一分贡献都能让社
会更美好。”
捞不着大的 就当是娱乐

引援新政 盼营造健康环境

早在上赛季中超转会夏季
窗口时，就有过奥巴梅扬将登
陆中国的传闻。目前，这场转会
肥皂剧的主角正随多特蒙德在
西班牙马贝拉进行冬训。本周
末，德甲将结束冬歇期，重新开
战。昨天，多特蒙德在一场热身
赛中 3比 2击败了一支比利时
球队，奥巴梅扬攻入两球。
在奥巴梅扬之前，迭戈·科
斯塔也曾与中超球队传过“绯
闻”，最终因为中超新政而未能
成行。中国足协之所以推出限
制“烧钱”引援的政策，一定程
度上源于中国俱乐部不健康的
财务状况。去年 12月 5日，中

国足协财务咨询合作商公布了
2016赛季中超中甲俱乐部财务
数据，整个赛季中超各队总计赔
了将近 40亿元。2016赛季，中
超俱乐部总成本是 110.14亿
元，总收入只有70.82亿元。在转
会费总支出上，外援占了78%。
2017年 6月 14日，中国
足协公布了关于征求《2017年
夏季注册转会期收取引援调节
费用相关规定》的通知，下发各
俱乐部征求意见。这一政策从
2017年夏季转会期开始实行，
对于亏损状态的俱乐部征收引
援调节费。
北京晨报记者 宋翃

■关注

足协中层竞聘 39 人初步入围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宋翃）

昨天，中国足协对中层管理人
员竞聘结果进行了公示，共有
39人初步入围协会中层管理
岗位的公示名单。
足协表示，此次中层竞聘
以“专业人做专业事”为原则，
突出政治素质和专业能力的考
察。作为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
的中流砥柱，中层管理人员不
仅要具有过硬的业务素质，还
要勇于改革、善于创新、敢于担
当，并对足球事业具有强烈的
事业心以及高度的责任感。
据介绍，本次调整部门后
的中层竞聘，充分调动了足协
员工的积极性，共有 65名符合
条件者报名参加。在最终进行
公示的拟任人选名单中，党员
占 72%，35岁以下的年轻员工
占 26%，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
员工占 67%，其中博士学历的
8人，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 5
人，具有足球专业资质的员工
有 24人。

除本次竞聘人员外，裁判
办主任刘虎等任期不满一个聘
期者、国管部特聘专家林乐丰、
男足青训部特聘专家李树斌
等，未来将继续以特邀专家的
身份在相关部门、机构担任总
监、专家顾问等职，继续在相关
专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据悉，
中国足协还将加快相关专业人
才的考察和引进工作，诸如孙
雯、肇俊哲等为人熟知的足球
界专业人士也有望加盟，进一
步充实业务管理的专家团队。
中国足协还表示，将继续
通过机制与人员调整保障协会
的活力，体现和发挥协会的“龙
头”作用，确保中国足球进入高
质量发展快车道。本次协会中
层管理岗位拟任人选名单将公
示三天。拟任人选会接受包括
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考
察，中国足协将根据公示情况
公布最终结果。据介绍，中国足
协还将同时公布专业人才的引
进情况。

■U23 亚洲杯

开门红

昨天下午，U23 亚洲杯揭幕战在江苏常州打响，中国队凭
借杨立瑜、李晓明和韦世豪的进球以 3 比 0 击败阿曼队。 这是
中国队 U23 亚洲杯历史首胜。 以往两届，中国队都是三连败
小组垫底出局。 图为中国队球员杨立瑜（右下）进球后与队友
庆祝。
新华社发

■体坛速递

詹皇拖了骑士后腿
季场均就能得到 27.6分，森林
北京晨报讯 （记者 亢雪
狼首发五人则砍下 87分。
松）昨天，骑士在客场以 99比
本场詹姆斯仅得 10分，这
127惨败给森林狼，以 26胜 14
负暂列东部第三。詹姆斯 8投 4 是自 2007年 11月 1日以来，
中，仅得 10分、8个篮板、5次 他在常规赛得分最低的一场比
助攻，在场正负值仅为“-39”， 赛；詹姆斯全场仅出手 8次，是
他常规赛生涯并列第二低的出
创个人职业生涯最差纪录。
骑士从开局就打得极为不 手数，也是自 2010年 1月 28
顺，首节就被森林狼打出 32比 日后第二次单场出手不超过 8
18，次节他们虽得到 24分，但 次；詹姆斯只投中 4球，上一次
对手却发挥稳定拿下 37分。半 出现运动战进球不超过 4个的
场过后，森林狼已建立起 27分 是在 2015年 12月 29日。不
的优势。战至第四节，骑士曾趁 仅如此，詹姆斯上场的 27分钟
对手放松之际找回状态，可惜 内，骑士狂输 39分，他本场正
为时已晚。本场比赛，骑士全队 负值是“-39”刷新个人职业生
投篮命中率 44%，森林狼命中 涯最差纪录。2016年 1月 19
率达 52%。骑士首发五人一共 日，骑士对阵勇士时，詹姆斯的
才得 28分，要知道詹姆斯本赛 正负值为“-34”。
戈友极友聚首京城
已经有 22000名戈友加入行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宋翃）
日前，行知探索集团在北京奥 知、2000名极友抵达过南极北
林 匹 克 森 林 公 园 南 园 举 办 极、700组亲子家庭走上戈壁、
“2018行知探索集团战略发布 全球 63所商学院校友感悟了
会暨清泉·奥森启动揭幕仪 玄奘之路。同时行知还成功创
式”。徒步戈壁的戈友、到达南 办了八百流沙极限赛、成都双
北极的极友、主流媒体、行知探 遗马拉松、武夷山国际越野赛、
索合作伙伴等众多嘉宾出席此 南极长城马拉松、与 UTMB联
次发布会。
合举办高黎贡山超级越野赛等
在集团成立的 12年间， 一系列赛事。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屯
佃村南街的第 50063的体彩店，
销售员柴先生今年 35岁。说起体
彩公益，柴先生有自己的“独到认
识”。他的“大实话”或许能代表很
多体彩店销售员以及购彩者的心
声。他说：
“捞不着大的，就当是个
娱乐，也是为体彩公益金作了自
己的一份贡献。如果能捞着大的，
就当是赚了。”这话听着，是不是
忒实在了？不过，仔细一琢磨，柴
先生这话也说对了一半，因为只
要购买了体育彩票，购彩者其实
都为体彩公益金作了贡献。
平时作公益 中奖不忘本

2015年 7月 9日，来自西城
区的彩友伏先生现身领走大乐透
第 15077期 944万元大奖。伏先
生称，他经营着一家企业，平时也
作一些公益项目。大奖到手之后，
他表示自己不会忘记彩票的公益
之“本”，会拿出一部分奖金继续
支持公益事业，剩下的钱再用到
企业的项目支出方面。
购彩重过程 就当作公益

2014年 8月 22日，22岁的
京城彩友花先生与父母一起现身
北京体彩兑奖大厅，领走顶呱刮
“十倍幸运”10万元大奖。对于购
彩，花先生的理念是“顺其自然”。
“我就是非常享受购彩的过程，中
不中奖倒没有太在意过，就当是
作公益吧。能有一个让自己随时
献爱心的方式。”
为他人着想 心存公益心

2014年 8月 20日，体彩大
乐透第 14095期京城 844万头
奖得主现身领奖。这是一对来自
海淀区的老夫老妻——
—郎大爷和
鲁阿姨。领奖时，年近七旬的老两
口表示，“得感谢体彩，让我们在
这个年龄收获了如此大的一份厚
礼。以后买体彩时，会适当加大点
投入，中不中奖倒无所谓，咱们怎
么也得为体彩事业和公益事业作
（ 顾寒枫）
点贡献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