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FA公布年度十大进球

北京时间昨日，FIFA（国际足联）公

布了本年度普斯卡什奖 （最佳进球奖）

的十大候选进球。 今年巴西世界杯上的

佳作中， 范佩西的鱼跃头球、J罗的凌空

抽射分别入选。 本次候选进球的比赛时

间从2013年11月3日至2014年9月26日，

将采取网上投票的方式选出最佳进球，

明年1月12日FIFA将公布最佳进球。

巴西世界杯小组赛上， 荷兰5比1大

胜西班牙， 范佩西在比赛中鱼跃头球破

门， 而在荷兰3比2击败澳大利亚的比赛

中， 卡希尔的凌空抽射让荷兰队无可奈

何， 这两粒世界杯进球都入选了FIFA十

大候选进球。当然，作为世界杯最佳射手

的J罗也没有缺席，他在哥伦比亚与乌拉

圭比赛中的世界波也入选其中。 除了世

界杯上的三大进球外，迭戈·科斯塔代表

马竞时的倒钩进球也成功入选， 本赛季

转投切尔西后， 这位西班牙前锋状态火

热。 而在前年用一个超远倒钩问鼎普斯

卡什奖的瑞典球星伊布继续有神奇表

现， 在法甲联赛巴黎圣日耳曼对阵巴斯

蒂亚的比赛中， 伊布攻入一记漂亮的侧

钩进球，再次入选普斯卡什奖候选名单。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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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今晚迎战新西兰队

今晚7点35分，国足将在南昌奥体中

心与新西兰队进行一场国际A级热身

赛，CCTV5将现场直播。 虽然对手新西

兰队的世界排名仅为131位，而且接近14

个月没有赢过球，近7场国际A级赛2平5

负，但国足方面也不敢大意，毕竟联赛已

经结束， 国脚们的状态并不处在最佳时

期， 而且本期集训开始后受一些伤病影

响，国足的训练也并不系统，所以尽管此

前国足主帅佩兰带队在热身赛上战绩彪

炳，但面对新西兰也不敢掉以轻心。

在昨日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佩兰就

表示，新西兰队虽然年轻，但却是生机勃

勃，很多球员都在欧洲踢球，应该是充满

青春活力的英式打法球队，“每次热身

赛选择不同的对手， 可以丰富我们的技

战术打法。 像澳大利亚队的风格就和新

西兰比较近似，和不同风格球队交手，绝

对对国家队有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亚足联和大洋

洲足联正寻求让两大洲的球队在2018年

俄罗斯世界杯世预赛洲际附加赛上PK，

以决出一个世界杯参赛名额， 如果这一

设想成真， 而亚洲和大洋洲的2018年世

界杯席位依然是4.5席和0.5席的话，那么

代表大洋洲参加世预赛洲际附加赛的球

队很可能就是新西兰队， 所以不排除国

足届时与对手争夺世界杯入场券的可能

性， 而这场比赛也能为国足了解新西兰

队提供一个契机。

而新西兰方面虽然很重视这场热身

赛，但受伤病影响，他们本次并未派出最

强阵容来华，该队队长、目前效力于英超

西汉姆联的中卫里德就因伤无缘本场比

赛。在昨日新闻发布会上，该队主帅哈德

森专门谈到了未来世预赛的洲际附加赛

与亚洲球队遭遇的可能性，他说：“这就

是我们和中国队比赛的原因， 如果俄罗

斯世预赛洲际附加赛上大洋洲球队和亚

洲球队过招， 这将是我们一次很好热身

的机会。 中国队过去几场比赛一直在进

步，明天一定会有一场精彩的比赛。”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整理

比赛中

羽毛球意外解体怎么判？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日进入第三

日，比赛进程波澜不惊，但在男双比赛中

出现了比较罕见的一幕，引发争议。当时

场上为日本组合桥本博且/平田典婧对

阵中国19岁小将组合李俊慧/刘雨辰。比

赛中，日本选手桥本博且把球扣杀过来，

球过网后，出现了明显减速，刘雨辰没有

接起来。当刘雨辰把球捡起来后，才发现

这颗羽毛球的羽毛和球头竟然分离了，

现场只剩下了羽毛， 而弹性很好的球头

竟不知道飞到了哪里。

在场地内指导中国男双组合的教练

谢中博， 马上示意刘雨辰对裁判提出申

诉， 但现场执法的中国裁判还是将这一

分判给日本组合。 刘雨辰赛后证实了谢

中博让自己找裁判理论，应该是重打，但

裁判还是判这一分在界内。最终，李俊慧

/刘雨辰输掉了这场比赛，尽管他们此前

刚爆冷赢了世界冠军阿山/亨德拉。

“这样的事情在傅海峰训练的时候

也遇到过，当时我们还确认如何办，说应

该让裁判判罚重新打，但现场主裁判认为

球过来的时候是完整的，打在地上才分开

的。”谢中博赛后对此表示，由于这场比

赛是在没有鹰眼的第三场地进行的，因此

到底是羽毛和球头在飞行途中解体的，还

是在弹地得分后才分的家，事后已很难说

得清楚。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整理

本周日，由中国足协主办、成都市足协承

办的2014年国际足联/中国足协会员协会秘

书长培训班将在成都举行， 中国足协47个会

员协会秘书长都将参加此次培训， 国家体育

总局副局长、 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以及中国

足协专职副主席张剑也将出席开班仪式。

成都市足协秘书长辜建明介绍， 此次培

训是国际足联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足协及其

会员协会的管理水平， 根据双方的技术合作

协议而举办的培训班。在为期四天的培训中，

中国足协特别邀请了日本足协秘书长田岛幸

三在内的四名国际足联讲师来进行授课，主

要针对协会的组织建设、职责、功能，赛事的

策划、组织、推广、运营、开发，以及少年、社会

足球的推广等方面进行讲解， 其中田岛幸三

将对会员协会组织机构及隶属关系、 教练员

精英培训与注册管理、 国家队技术路线建设

发展及主要工作任务进行深入分析， 同时介

绍日本足球的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

辜建明表示， 如此大规模的会员协会秘

书长培训在国内还是首次， 所以除了中国足

协47个会员协会秘书长外，中国足协的班子成

员和中层干部也都会到成都参加培训，“之前

很多国内城市都希望能把这个培训班放在他

们那里，我们也向中国足协提出申请，最终争

取到在成都举行。”辜建明说，他表示中国足

球与世界足球先进水平在理念和认识上存在

巨大的差距，“大家都知道中国足球与世界足

球先进水平的差距是全方位的， 不要说球队

水平，就是作为协会组织，在组织结构、组织水

平、 管理能力这些专业化的层面上都存在很

大的差距， 所以通过培训来学习借鉴国际足

联在各项工作中的经验， 积极向足球强国学

习， 提高协会的管理水平和管理人员的业务

素质，必将促进中国足球的进步与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市足协这次还向中国

足协争取到让我市体育部门的干部、各区县足

协秘书长在培训班旁听学习的宝贵机会，辜建

明说：“之前市体育局和教育局给成都市足协

提出要求， 要大量培训本市中小学体育教师，

普及他们的足球知识和训练方法。今年我们已

经开展了十多期培训班，培训了近八百名基层

教练和体育教师，同时市足协也对区县协会的

管理人员进行过培训。而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

机会，让我们守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到国际足联

讲师授课和讲解，这是成都足球最大的受益之

处，对提高成都市基层管理人员的水平，会起

到积极的作用。”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1.澳大利亚

2022年世界杯申办团队

污点：买通国际足联执委

FIFA

报告：

调查证实，为了赢得一位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籍国际足联执委的支持，澳

大利亚申办团队将一定数额的金钱汇到该执

委的私人基金会上。有证据证明，澳大利亚团

队还将澳大利亚政府用以支持足球发展的基

金优先给予一部分拥有国际足联执委的非洲

国家， 这些执委无一例外地拥有2022年世界

杯主办地投票权。基于种种调查发现，澳大利

亚申办团队确实存在一些违反国际足联道德

规范（FIFA� Ethics� rules）的行为。

澳方反应：从

FIFA

寻求建议

在FIFA报告公布的一个小时之内，澳大

利亚足协做出声明，“将从国际足联道德委

员会寻求建议。在FIFA调查过程中，澳方一

直给予全方位的配合。”

2.荷兰/比利时

2018年世界杯申办团队

污点：无

FIFA

报告：

荷兰/比利时团队给予了FI-

FA调查全力的配合。FIFA并未在该团队申办

过程中发现任何异常。

3.英格兰

2018年世界杯申办团队

污点：变相讨好国际足联执委

FIFA

报告：

根据调查，英格兰申办团队

涉嫌多起违规操作， 均涉及有投票权的时任

国际足联副主席、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籍执委

杰克·沃纳。这包括：其一，在2009年和2010

年，两次为沃纳的一位熟人在英国找工作；其

二， 为沃纳召开的加勒比海足协晚宴支付了

5.5万美元的餐费；其三，是在2009年夏天，为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U20队设立了英国训练

营，这些行为均涉嫌变相讨好杰克·沃纳。

此外，2010年英格兰申办团队还与时任

大洋洲足协主席特马里达成谅解备忘录，特

马里承诺为英格兰申办2018年世界杯时投

票， 换取英格兰对于澳大利亚申办2022年世

界杯的支持。基于种种调查发现，英格兰申办

团队确实存在一些违反国际足联道德规范的

行为， 国际足联考虑对这样的行为采取一系

列举措。

英方反应：不接受批评

英足总做出声明，“我们不接受任何对

英格兰申办世界杯工作的批评。 我们此前对

于世界杯的申办是透明的，就像FIFA在报告

中提到的， 英格兰申办世界杯的团队在接受

调查时也是作出了‘全面而有价值的合作’，

十分坦然地接受了调查。 我们认为在整个过

程中申办团队都保持着透明度和绝对合作，

所有的参与者都能意识到信誉的重要性。”

4.日本

2022年世界杯申办团队

污点：向FIFA高级官员派送礼物

FIFA

报告：

根据调查，日本申办团队向

国际足联几位高级官员及他们的夫人派送数

码摄像机、高级皮包等礼物，这些礼物的价格

从700美元到2000美元不等。根据对这些官员

的调查， 他们均否认从某一申办团队处收受

不合适或过于贵重的礼物。 基于种种调查发

现， 日本申办团队确实存在一些违反国际足

联道德规范的行为， 但这不能损害世界杯申

办过程的正直性。

5.韩国

2022年世界杯申办团队

污点：“环球足球基金”有猫腻

FIFA

报告：

根据调查，2010年底，韩国籍

国际足联副主席郑梦准曾向多名国际足联

执委发函，邀请他们共同建立“环球足球基

金”以促进足球发展。韩国方面愿意在2011、

2012两年出资7.77亿美元， 帮助基金协会会

员所在国家或地区建设足球基础设施。根据

调查报告，这项基金的原始目的是帮助韩国

申办2022年世界杯。在韩国申办团队提交给

国际足联的申办标书中，就隆重地介绍了这

项基金。基于种种调查发现，韩国申办团队

确实存在一些违反国际足联道德规范的行

为，国际足联考虑对这样的行为采取一系列

举措。

6.卡塔尔

2022年世界杯申办团队

污点：金钱开路

FIFA

报告：

根据调查，卡塔尔某公司曾

在2010年底在多哈举行一场阿根廷队VS巴

西队的友谊赛， 卡塔尔申办团队并无关系；

2010年1月，卡塔尔申办团队曾在安哥拉赞助

非足联召开全体大会，赞助金额约为180万美

元。但据调查，并没有发现非足联执委在这次

大会中与卡塔尔申办团队达成任何关于申办

的协议。而且从技术上说，非足联是独立于国

际足联的；卡塔尔人、前亚足联主席哈曼曾多

次向前国际足联副主席沃纳提供经济援助，

但哈曼已经被终生禁止参与足球活动， 目前

也没有证据显示， 哈曼的行为与卡塔尔申办

团队存在关联。基于种种调查发现，卡塔尔申

办团队确实存在一些违反国际足联道德规范

的行为， 但这不能损害世界杯申办过程的正

直性。

7.俄罗斯

2018年世界杯申办团队

污点：阻挠调查

FIFA

报告：

俄罗斯在调查过程中不够配

合，包括一些邮件的“丢失”。值得一提的是，

主导这次调查的美国律师迈克尔·加西亚，因

为俄美两国的人权争论，被俄罗斯禁止入境。

俄罗斯申办团队曾向国际足联执委提供一些

礼物。但根据调查，并不能支持俄罗斯方面存

在明显的违反国际足联道德规范的行为。

8.美国

2022年世界杯申办团队

污点：拉帮结派

FIFA

报告：

有证据显示，美国申办团队

曾经与亚足联、 欧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

地区足联的一些官员有过关于世界杯选票的

联系。此外，美国申办团队曾向国际足联执委

送过礼物。但根据调查，并不能支持美国方面

存在明显的违反国际足联道德规范的行为。

尽管国际足联昨晚做出的报告（即《埃克

特报告》）是基于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调查理事

会主席迈克尔·加西亚长达两年的调查， 但是加

西亚本人却不认可这份报告。在FIFA公布报告不

久后，加西亚本人就发布声明，“这份报告到处都

是不完整的材料， 且存在无数处对于事实的扭

曲。”加西亚还声称，将向国际足联进行上诉。

加西亚表示， 这份报告还存在大量不准

确的结论， 因此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自己长

达430页的报告最终被改成这样。英国籍的国

际足联执委杰姆·博伊斯据此将加西亚建议，

“很显然， 加西亚本人对于这份公布的报告

不是很满意。因此，我们最好呼吁将加西亚报

告完整地公布于世。”

值得一提的是， 英国媒体此前一直呼吁

公布FIFA贿选调查，《星期日泰晤士报》更

是曝光了所谓卡塔尔贿选内幕， 强烈要求国

际足联取消卡塔尔世界杯主办权、 重新投票

决定2022年世界杯东道主的呼声此起彼伏。

《星期日泰晤士报》 的调查证据更是被直接

提供给了加西亚，然而昨晚FIFA报告的出炉

却好像扇了英国人一记耳光。 卡塔尔逃过一

劫，一直高呼彻查他们的英国人却遭殃，这份

42页的报告矛头直指英足总在申办2018年世

界杯时存在种种贿选问题。英国《每日镜报》

做出的调查，88%的球迷都认为这份报告是

“开玩笑，难以置信”。

国际足联在其报告中排除了卡塔尔贿选

嫌疑， 并且不建议国际足联重新投票决定

2022年世界杯东道主。不过，国际足联道德委

员会也提出了一些关于世界杯申办改革的建

议， 以避免将来可能出现的影响世界杯形象

的事件发生。

虽然卡塔尔方面保持沉默， 但是亚足联

却第一时间发声明表示对国际足联报告的欢

迎，亚足联主席萨尔曼表示，“我很高兴地看

到卡塔尔将不存在道德疑问地举办2022年世

界杯。亚足联一直坚定地站在卡塔尔身边，捍

卫其举办世界杯的权利。”

国际足联来蓉开讲 蔡振华带头当学生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第一时间拿到了这份长达42页的《埃克特报告》，记者发现，虽然这份报

告比起加西亚原报告的430页几乎是少了一大半。 但是其中披露的内幕及结论让人震惊： 申办

2018及2022年世界杯的9个申办团队中，澳大利亚、英格兰、日本、韩国、卡塔尔、俄罗斯和美国

这7个团队都存在种种非正常接触国际足联执委会委员的行为； 荷兰/比利时申办团队被证明是

没有污点的，至于西班牙/葡萄牙申办团队，国际足联这次并未对之做出调查报告。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关于此前被提及“贿选”最多的“卡塔尔2022”申办团队，国际足联

认定他们没有在申办世界杯的过程中违规，卡塔尔将保留世界杯举办权。而英足总因为申办违规

被点名批评，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英足总发言人格里克。据格里克介绍，英足总在第一时间做出

官方声明：“不接受任何对英国申办世界杯工作的批评！”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加西亚：此报道非彼报告 无数处歪曲事实

迈克尔·加西亚

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

前亚足联主席哈曼

前国际足联副主席沃纳

国际足联副主席郑梦准

国际足联黑幕重重

蔡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