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协始终是反腐关注焦点”

中国足协相关官员向记者确认昨天足

协确实召开了中层干部会议， 但跟巡视组

巡视没有任何关联。该官员表示：“在足球

出现假赌黑事件后， 中国足协始终是体育

系统反腐的关注焦点。”

自从巡视组入驻总局消息公布后，足

协就不断与被巡查联系起来。 被媒体多次

提及事件主要是近几年足协争议较大但至

今无结论事宜。 足协相关人员私下表示：

“足球受关注度高，且刚经历反赌扫黑，在

涉及反腐方面首当其冲关注度最高。 既然

巡视组公布了举报电话、邮箱等，也存在有

相关举报内容的可能。 但截至目前我们只

看到一些传言， 确实没见到巡视组成员来

足协。”

特约记者 孙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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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世平签约金强后，传出他将来到

中国后要改名的消息也引起了球迷们的

极大兴趣。据媒体报道，慈世平打算到中

国后将名字改为Panda� Friend （熊猫之

友）。对于改名一事，四川球迷讨论积极。

不过据成都商报记者了解，新赛季慈世平

或许不会改名。

据媒体报道，慈世平是在与球队总经

理耿洁以及中方经纪人的闲聊中透露这

个消息的。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就此向仍在

美国的耿洁求证时，耿洁透露：“慈世平当

时也就是随便一说，但我们建议他不要换

名字，慈世平这个名字很好，他也就没再

说这个事了。他来中国后，应该还是用慈

世平。”

截至昨日记者发稿时为止， 慈世平

仍未在自己的推特上宣布自己将改成什

么名字， 这也一反他总是第一时间在推

特上公布自己动态的习惯。 慈世平到底

会否改名，是不是Panda� Friend，让我们拭

目以待吧。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在续约菲巴和引进慈世平之后， 四川金

强新赛季的外援引进工作已经结束。 在内援

方面， 提早着手的金强方面收获颇丰， 可以

说，新赛季金强队的阵容深度将远超上赛季。

在1号位上，除了前国手于澍龙，还有

吕晓明、赵政、姚锴夫，这套阵容已经远远

超过上赛季。更大的惊喜，或许来自前山东

男篮主力后卫王汝恒， 这位曾被寄予厚望

的天才球员已经正式加盟球队。 王汝恒能

打1号位和2号位两个位置， 跟于澍龙形成

良好的互补， 有望改变上赛季金强男篮控

卫疲软的窘境。2号位方面，除了外援菲巴，

还有张宗宪这位得分高手， 应该能够有着

稳定的发挥。新赛季，金强队最大的变数来

自于3号位和4号位，3号位上有贺晓彬以及

新人左朕年和陈辰，4号位上除了老将陈晓

东以及新引进的蔡晨， 还有已经确定加盟

的田磊，而慈世平这两个位置都可以打。如

果能形成化学反应， 这一配置或许能够成

为金强队最大的优势。

目前球队最大的短板还是在5号位。目

前球队的中锋是徐韬和虞恒这两名小将，前

者在此前的一系列热身赛中表现出了良好

的状态，但仅依靠他一人来支撑内线，即使

加上可能到来的贾诚， 还是显得过于单薄。

目前，球队正在试训一位来自北方球队的年

轻中锋，据知情人透露，这名曾经的国青队

主力中锋身高2米10以上， 在内线有着很强

的防守能力，如果能顺利加盟，四川队新赛

季的球员拼图将全部完成。

至于球迷最关心的主教练人选问题，此

前很有希望执教的韩国教练朴明珠未能与

俱乐部达成一致，已经正式离开。据周仕强

透露，目前俱乐部正在跟两名有着不错履历

和名气的教练进行接触，最终的人选也将在

这两人之间产生。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上赛季进攻乏力的四川金强队，为何

放弃急需的内线强力中锋， 而选择了在

NBA中以防守见长的慈世平？这是外界最

疑惑的问题。事实上，金强俱乐部一开始

的引援目标，的确是五号位，而他们也一

度距刚刚加盟奇才队的著名中锋亨弗里

斯只有一步之遥。

“早在NBA夏季联赛刚开打的时

候，我们的球探就去美国，并全

程跟完了整个夏季联赛。 但令

人失望的是，能让我们看上的

5号位实在太少了， 偶尔有

那么一两个，NBA球队都

争着要， 怎么轮得到我

们。”左挑右挑，最后金

强俱乐部相中了曾效力

于篮网和凯尔特人的内

线球员亨弗里斯。此君名

气颇大，但主要来源于他

与美国娱乐圈名媛金·卡戴珊的那段失败

婚姻。 不过在球场上， 亨弗里斯基本功扎

实，有一手三分球，而且在内线有着稳定的

篮板数据。与金强接触前，亨弗里斯上赛季

在凯尔特人表现差强人意， 前途未卜。因

此，在收到来自金强的邀请后，亨弗里斯方

面表现得很积极， 双方的几次接触都很融

洽。但在即将开始商谈合同细节时，亨弗里

斯得到了奇才一份3年1300万美元的合同，

金强俱乐部只能就此作罢。

眼看就要到手的鸭子飞了， 金强方面

有些迷茫。此时，有经纪人向周仕强推荐了

当时赋闲在家的慈世平， 由于确实没有合

适的中锋人选， 一心想找个强力中锋的周

仕强勉强同意了，“反正也是闲着，就让他

来先试训看看。”结果，这次“相亲”双方

一下看对眼，从7月17日见面到8月1日周仕

强正式在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金强完

成队史上最重磅引援竟然只用了16天。

四川金强俱乐部董事长周仕强向成都商报独家披露慈世平合同细节

143万美元

大半收入看“绩效”

聘请美女助教

马刺开创先河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慈世平来中国或不改名

今年引援收获大

金强阵容配置超上赛季

“枪手”领衔

欧冠附加赛20强出炉

在昨日进行的欧冠第三轮资格赛中，

凯尔特人主场0比2再负来自波兰的华沙莱

吉亚，总比分1比6出局，至此晋级欧冠附加

赛的20支球队全部产生。 北京时间今晚将

进行欧冠附加赛抽签， 参加附加赛的球队

将捉对厮杀， 通过主客场淘汰赛争夺10张

晋级欧冠正赛的入场券。

附加赛的20支球队分为非联赛冠军组

和联赛冠军组两组，每组各10支球队。每组

内的球队根据欧足联积分从高到低产生5

支种子队和5支非种子队，种子队和非种子

队捉对厮杀，胜者进入欧冠小组赛，败者进

入欧联杯小组赛。

在非联赛冠军组， 阿森纳作为种子

队，可能的对手包括毕尔巴鄂、里尔、哥本

哈根、标准列日和贝西克塔斯。其中土超

季军贝西克塔斯总比分5比2淘汰了荷甲

亚军费耶诺德， 第二回合比赛他们主场3

比1击败对手， 刚刚加盟不久的前切尔西

前锋登巴巴上演帽子戏法。其他四支种子

队分别是波尔图、泽尼特、勒沃库森和那

不勒斯。

联赛冠军组中， 种子队为萨尔茨堡红

牛（奥地利）、布加勒斯特星（罗马尼亚）、

卢多戈蕾茨（保加利亚）、鲍里索夫（白俄

罗斯）、阿普尔（塞浦路斯）。非种子队则

是马里博尔（斯洛文尼亚）、 华沙莱吉亚

（波兰）、 布拉迪斯拉发斯洛万 （斯洛伐

克）、马尔默（瑞典）、奥尔堡（丹麦）。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又讯

据美联社昨日报道，瑞士当地时

间周三， 涉嫌盗窃F1车王舒马赫病例的犯

罪嫌疑人在牢房中自杀身亡。

足协声明：

巡视组进驻足协报道失实

昨日，《足球报》报道称，中央巡视组

已经进驻足协， 并指出巡视组人员将参加

足协的会议， 且得到关于对足管中心的举

报。 对此中国足协新闻办通过官方微博予

以否认， 并称就不实报道已向国家新闻出

版管理部门进行举报。

昨日，《足球报》以《巡视组今进驻足

协》为题报道，称“巡视组收到对足管中心

的举报，涉及多项足球业务范畴”，且举报

数“不止一个”，中央巡视组已入驻足管中

心，并将在8月7日在足协召开会议，就举报

一事与足管中心领导和工作人员沟通。在

足坛的反腐扫黑后， 又一轮反腐风暴揭开

大幕。

对于这一则报道， 中国足协新闻办通

过官方微博予以坚决否认， 并发表官方声

明：“今天上午9时， 中国足协召开了内部

中层干部会议，研究了有关人事工作。关于

《足球报》 在8月7日头版署名为贾蕾仕的

会议报道内容严重不实。 中国足协已向国

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进行举报， 并保留通

过法律手段对相关媒体和个人进行责任追

究的权利。”

在足协发表官方声明后， 该新闻撰写

记者通过微博回应：“传递信息、 舆论监

督，尽力做到本职，尽力为中国足球。喜欢

是放肆，爱是克制。”

成都商报记者 沈轶

16天“闪婚”

其实他最初只算个“备胎”

慈世平给金强俱乐部的另一个惊喜，

就是他在待遇上几乎没有提任何的额外

要求。众所周知，NBA大牌球星来中国，总

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 比如配备专车、

保镖，自带体能师，甚至只吃西餐等等。但

这些要求慈世平都没有提，他唯一关心的

就是俱乐部的训练条件，他甚至主动提出

跟队友们一起住金强俱乐部的基地。虽然

慈世平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但考虑到他的

生活习惯和更好地适应新环境，金强俱乐

部还是作出了特殊的安排。 据周仕强透

露，届时将安排慈世平入住温江唯一的一

家五星级酒店，这也是金强集团的产业之

一。此外，还将为慈世平配备专车，24小时

为其服务。“会尽量让他在成都有家的感

觉，这样他也能卖力打球，哈哈。”

不过，放心归放心，必要的措施还是得

做。在合同中，金强方面设置了很多严格的

纪律条款来约束慈世平， 比如缺席训练是

怎么处罚，场上打架是怎么处罚，不服从管

理又是怎样处罚，都有着明文规定。其中最

大的“杀手锏”是在薪水方面，周仕强说：

“我们跟慈世平签的年薪， 其实只有70万

美元，其余还有73万美元是作为‘绩效工

资’，根据他的表现进行结算，缺席训练一

次扣几万，场上打架扣几万，辱骂对手或者

队友扣几万，这都是白纸黑字写着的，如果

他真的故态复萌的话， 搞不好这73万他连

一分都拿不到。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双方能

够合作愉快，他拿钱，我们拿成绩，多好”。

心动时刻

只因慈世平一段体贴的话

对于外界关于“慈世平攻

不如守，不适合四川金强”的说

法，周仕强并不认可，早在几天前

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 他就透

露慈世平中远距离投篮极准，试训时

3分球十投九中，再加上他移动较快，可

以跟另一外援菲巴形成比较好的配合，

非常适合金强队将要打的“跑轰”风格。

“上赛季， 我们以哈达迪为核心建立的战

术体系，从结果来看是不成功的。目前我们

降低了阵容的高度，球队以年轻人居多，新赛

季我们的战术，肯定是以快速多变为主。”

不过，慈世平情绪化的性格以及过往

的斑斑劣迹， 金强方面还是有所担忧。但

在几次接触中， 慈世平都表现得很诚恳，

不但坦承自己过往的错误，而且多次表态

不会再犯。在试训时，慈世平也非常卖力，

从不迟到早退不说，还很能跟球员们打成

一片，“训练时他都是主动把队中的年轻

球员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进行指导，他还

会跟队里英语好的球员私下进行朋友式

的交谈，脸上从来都带着笑容。不少球员

都向俱乐部表态希望能够留下慈世平。”

而慈世平真正打动周仕强的他说的

一句话，“一次训练结束后， 慈世平找到

我们的总经理，说他觉得我们的队员防守

太差了，有很多方面需要加强，如果可以，

他希望能够提前一段时间到成都跟球队

会合， 好帮助其他队员在防守上进行提

高。 就是这句话让我看到了他的诚意，大

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球队主要是以年轻

人为主，需要像北京队的马布里那种有足

够实力和丰富经验的外援来担任精神领

袖。从慈世平的表现来看，他很乐意，同时

也能够成为这样的角色，而这也正是我们

所希望的。”

据悉，慈世平将在9月前往成都，这也让

他有充足的时间来适应他的“政委”工作。

待遇揭秘

有73万美元是“绩效工资”

对慈世平来说，打

CBA

堪称“高收入，高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