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货不怕比，现场剪开看品质

在去年深秋举行的鹅绒被特卖会上，供
货商剪刀一挥，当着大家的面剪开了一床鹅
绒被。通过开口，到场市民可以清楚地看到
白白的、短绒的羽毛，有点像高粱穗。“你们
卖的鹅绒被，鹅绒绒朵大，蓬松度好，我很满
意。”许多现场见证了鹅绒被品质的市民都
下单购买了被子。

“我们采用的羽绒都是从鹅和鸭的前胸
采集的，这是真正的羽绒。”供货商表示，此
次特卖会给市民带来的羽绒被有两种，一种
是鹅绒被，一种是鸭绒被，两种都是采用国
外进口的羽绒作为填充物，相对来说，鹅绒
绒朵更大些，鸭绒绒朵更小些，被子的充绒
量都达到95％，非常保暖。

多种规格，大人小孩都可用

在许多市民看来，“买够网”三个字就是
品质的保证。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的特卖
会，只要您来，不仅能见证羽绒被的品质，还
能感受到买够网给出的优惠。

买够网产品经理高先生介绍，此次给
大家带来的鹅绒被和鸭绒被分别有四种规
格，无论是1.2米宽，还是1.5米宽、1.8米宽和2
米宽的床，都能选择到合适的尺寸。

其中，小孩睡的1.2米宽的床，适合的鹅绒
被重达4斤，价格只要880元一床，如果选择相
同尺寸的鸭绒被，重量为5斤，价格只要780元。
最贵的鹅绒被，重量7斤左右，特卖价1280元。

复合床垫，给你更舒适的睡眠

这次买够网给市民带来的赫拉龙凤多
层复合床垫，其实就是家里常用的床褥，可
铺在比较厚的弹簧床垫、记忆床垫或乳胶床
垫和床单之间，厚度约为5厘米。它采用“七
层结构设计”，符合人体工学，可依据人体脊
椎S型曲线，给予背部充分支撑，尤其是混合
蚕丝纤维和东北白鹅毛的完美结合，能给人
们带来更舒适更健康的睡眠。

这个床垫也非常好看，因为它采用了素
雅的青花瓷花纹面料，给人赏心悦目的感
受。目前只有一个规格，小点的床可以将其
折叠一部分使用。

泰国乳胶枕，特卖价398元/个

要想睡得好，枕头的好坏非常重要。此
次来特卖会，市民朋友可以亲自感受一下泰
国原装进口乳胶枕的好品质。“我们会在现
场设置体验区，大家可以闻气味、比重量，还
可以看进口商品的相关手续，觉得满意再下
单。”供货商介绍，泰国是橡胶生产大国，当地
的乳胶寝具非常有名，天然乳胶原料制成的
乳胶枕头，会散发出独特的乳香味，它通气性
好，利于人体排出余热和潮气。此次给大家带
来的是高低枕，特卖价398元/个。 （余兰）

新年床品特卖会

时间：本周五到周日（1月15日~17日10：
00~17：00）

地点：成都市锦江区书院西街1号亚太
大厦4楼（大慈寺斜对面、原锦江区政府大院
背后、成都商报老办公楼；红星路二段成都
十七中后面）

公交：3、4、6、8、20、37、49、58、81、98、
152、154路均可抵达附近

地铁：2号线春熙路站下，往红星路二段
方向步行可抵达；4号线市二医院站下，步行
可抵达。

咨询热线：028-86626666
■鹅绒被四种规格 特卖价880元～1280元
■鸭绒被四种规格 特卖价780元～1080元
■多层复合床垫 1.8米*2米 特卖价398元
送定制羊毛被
■泰国乳胶枕头（高低枕）特卖价：398元

叙利亚国奥，你们是有多偏爱1月1日生人！
中国国奥今战叙利亚国奥，对手大名单现奇观：
22名球员竟有13人出生于1月，其中9人都生于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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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成都新春欢乐购的另一重磅主题
周——珠宝首饰主题周也于今日揭幕。即
日起至2月12日，成都工美每周都有珠宝分
类专场特惠活动，钻石、彩宝、翡翠……优
惠买不停。成都亨得利联合8个国内外知名
钟表品牌在春熙路开展静态展示活动，平
日难得一见的高端落地钟，台式钟等家居
摆设型名品将集中亮相，购名表还有给力
优惠喔！

除了主题周系列活动外，2016成都新春
欢乐购“GO成都，购成都”、“百业千店岁末
狂欢，新春欢乐玩购不停”等亮点活动正在
火热进行。欢乐购官方微信“成都好好耍”每
周四都会派发各类“优惠红包”，消费者只需
微信关注“成都好好耍”，就能获取优惠红
包。领到红包的小伙伴们，要抓紧时间去兑
换使用哦，以免过期作废。

成都商报记者 雷浩然

打“动的”来买洋年货
欢乐购跨境商品卖欢了

随 着 越 来随 着 越 来
越多人将扫货越多人将扫货
目光瞄向海外目光瞄向海外，，
跨境电商成为跨境电商成为
当前热门的电当前热门的电
商业态之一商业态之一。。去去
年以来年以来，，多家跨多家跨
境电商在成都境电商在成都
相继落地相继落地，，新年新年
刚到刚到，，成都又获成都又获
批跨境电子商批跨境电子商
务综合试验区务综合试验区
…… 跨 境 电 商…… 跨 境 电 商
正以迅猛之势正以迅猛之势
走进越来越多走进越来越多
消费者的生活消费者的生活。。

今 年今 年 ，，
20162016成都新春成都新春
欢乐购首次设欢乐购首次设
置置““跨境电商主跨境电商主
题周题周”，”，新西兰新西兰
奶粉奶粉、、澳洲保健澳洲保健
品品、、法国红酒法国红酒、、
泰国水果泰国水果、、印尼印尼
海鲜海鲜、、波兰精肉波兰精肉
……不用海淘……不用海淘，，
不用代购不用代购，，在成在成
都的各个综合都的各个综合
保税区进口商保税区进口商
品直销中心品直销中心，，就就
能轻松买到全能轻松买到全
球球““尖儿货尖儿货”。”。今今
冬冬，，逛跨境电商逛跨境电商
体验店体验店，，买买““洋洋
年货年货”，”，或将成或将成
为成都人的潮为成都人的潮
流新选择流新选择，，外地外地
游客们也不要游客们也不要
错过这样的购错过这样的购
物好时机物好时机。。

作为成都岁末年初惠民促消费的品牌
节庆活动，成都新春欢乐购紧跟消费热点，
今年首次设置“跨境电商主题周”，让市民和
游客在成都就能买全球。

今日起，双流综保区进口商品直销中
心、钻石广场、339欢乐颂、仁恒置地、莱蒙
置地优洋上品、EAF国际直采（黄龙溪）保
税中心等成都主要进口商品销售中心将联
动，共同开展2016成都新春欢乐购“跨境电
商主题周”活动，品类丰富的进口商品以超
低折扣销售，消费者可以通过这些跨境电
商网站网购海外正品，也能在实体店中选
购进口商品，为家里置办喜气“洋洋”的进
口年货，看得见摸得着，购物乐趣也将增加
不少。

一进双流综保区进口商品直销中心，来
自南充的王女士就被琳琅满目的进口商品
晃花了眼。逛了不到半小时，王女士已经把
购物车装得满满当当。“南充买不到这么多
进口商品。”她说，“在这儿买进口商品，看得
到实物，不像代购，只能靠看图片，而且还要
等上两三个星期才能拿到货。不枉我专门坐
动车过来，很值。”

1套摩尔多瓦半甜型花苞葡萄酒99元就
能买到，6瓶智利南极风赤霞珠/梅洛干红葡
萄酒只需180元……2月4日前，除了双流县
公兴街道货运大道868号物流大厦的进口商
品直销中心，消费者还可在位于钻石广场、
339欢乐颂的综保区进口商品直销中心延展
店享受到给力优惠。

近期，多家跨境电商在大成都相继落地
——从双流综保区到建设路、从电视塔到红
牌楼、盐市口，成都各主要商圈都能看到跨
境商品直销中心的身影，现在游客在黄龙溪
古镇景区也能买到直销的进口商品了。

EAF国际直采（黄龙溪）保税中心是首家
落户4A景区的保税中心，云集了全球20多个
国家的2000多种正品海外直采商品，游客一
边领略古镇魅力，一边轻松购遍全球，传统
魅力和国际范儿一个都不少。目前，这里正
在开展“新春有礼，海外爆款年货提前抢”活

动。2月7日前莅临门店，泰国果肉果汁饮料
买一增一；原价118元1提的新西兰牛奶99元
就能买2提；原价180元1件的德国啤酒，300
元2件，再送拉杆车；澳大利亚奶粉买1000g
送400g……优惠多多，值得期待。

位于红牌楼商圈莱蒙置地的优洋上
品，不仅是西南地区规模最大、进口商品
门类最齐全的跨境商品直营中心，还开通
了自营的电商网站，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
网购全球尖儿货，还能乐享商家提供的网
购特别优惠。

跨境商品热销 游客打“动的”买洋年货

跨境电商在成都相继落地 古镇也能买全球

微信抢优惠红包 新春欢乐精彩购不停

节前清货
羽绒被低至780元/床
买够网新年床品特卖会今天开幕，持续3天，多种热销品亲民价直销

今 天 至 本今 天 至 本
周日周日，，一个让你一个让你
不用思虑不用思虑““如何如何
挑选被子挑选被子”、”、只只
管直接下手的管直接下手的
特卖会摆在你特卖会摆在你
面前面前。。这场由成这场由成
都商报买够网都商报买够网
打造的新年床打造的新年床
品特卖会品特卖会，，主打主打
产品之一就是产品之一就是
去年底在买够去年底在买够
网掀起一股抢网掀起一股抢
购旋风的定制购旋风的定制
鹅绒被鹅绒被。。

工厂定制工厂定制、、
厂家直供厂家直供、、节前节前
清货清货，，最低只要最低只要
880880元就能买到元就能买到
一床柔软舒适一床柔软舒适、、
厚薄适中的优厚薄适中的优
质 鹅 绒 被质 鹅 绒 被 ！！此此
外外，，为满足市民为满足市民
的不同需求的不同需求，，供供
货商还给大家货商还给大家
带来了一系列带来了一系列
好口碑的床上好口碑的床上
用品用品，，包括优质包括优质
鸭绒被鸭绒被、、多层复多层复
合床垫以及泰合床垫以及泰
国原装进口乳国原装进口乳
胶 枕胶 枕 。。价 格 方价 格 方
面面，，依然是走亲依然是走亲
民路线民路线，，鸭绒被鸭绒被
低 至低 至 780780 元元//
床床 ，，床 垫床 垫 398398
元元//床床，，泰国乳泰国乳
胶 枕胶 枕 398398 元元//
个个。。

赫拉床垫

北欧牧风鸭绒被

成都商报记者翻阅亚足联的官
网，发现叙利亚国奥队22人大名单中，
竟有13人出生在1月。但是翻遍叙利亚
历年的国奥队大名单，你会发现，这样
的奇观竟是经常出现的。2004年雅典
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淘汰
赛，中国国奥队曾与叙利亚国奥交战
过，最终两回合4比3淘汰对手。那支叙
利亚国奥23人大名单竟有9人是1983
年1月1日出生！据目前正在卡塔尔采
访U23亚洲杯的《体坛周报》记者马德
兴回忆，直到这批球员中有几人回到
各自所在的俱乐部参加亚冠比赛，向
亚足联提交报名表，不得不使用原护

照，这才暴露了他们更改年龄的情况，
“不少那批1983年出生的球员其实都
是70后！”

不过如今，亚足联已经统一了报名
注册系统，他们两套比赛两个年龄的
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如今9名球员
都是1月1日出生这样的情况，亚足联
也没办法，因为他们报名时只需要提
交护照和本国身份证即可。上届U23亚
洲杯四年前在阿曼举行，当时叙利亚
队以B组头名的身份出线，最终在八强
战中1比2不敌韩国队。那支叙利亚队
23人大名单中就有12人出生于1月，4
人生于1月1日。

在叙利亚成年国家队层面，1月生
球员扎堆的情况却不是那么显眼了。
叙利亚国家队最近一场正式比赛是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40强预选
赛，2015年11月7日对阵新加坡队报名
的23人大名单中，只有5人是1月生的
球员，其中只有9号马瓦斯一人生于1
月1日。这个马瓦斯也是叙利亚国奥队
主力球员。

当然，对于叙利亚国奥队同年同
月同日生球员众多的现象，也有人给
出自己的解释。德国转会市场网站中
国区管理员Asaikana就表示，“不能贸
然说人家改年龄，也有客观原因：因战
争，很多人的户籍资料因政府户政部
门瘫痪无法登记，国家更无能力在战
争情况下进行人口普查。于是叙政府
的办法是让父母凭回忆填写，很多人

只能记得年份，在录入电脑时默认为1
月1日。类似情况还有几年前的伊拉
克。当然，不能排除其中混有趁机改年
龄的人。”

成都市足协副主席刘刚常年负责
年轻球员的选拔工作，他对成都商报
记者表示，“站在选材角度来看，其实
一支青年球队上半年出生的人多也是
必然，因为小球员11、12岁接受系统训
练时，差个半岁身体条件就完全不一
样了，更容易受到教练青睐，所以会出
现123月出生球员扎堆的情况。而且一
个年龄段的球员，大批出生在同一年
也很正常。”不过刘刚也表示，一支球
队出现9个1月1日生的球员还是不寻
常，“这有可能是报名时录入出现技术
问题，也有可能是这个国家特殊国情
所致。”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那批83年出生的球员很多是70后”
叙利亚国奥疑似改年龄现象已是常态

“足球选材青睐上半年生球员”
9人1月1日生或因叙利亚特殊国情所致

CBA川辽冲突，篮协开出罚单

哈达迪被禁赛3场
昨天下午，中国篮协针对前晚

CBA四川金强主场与辽宁药都本溪
赛后发生的球员冲突开出罚单，四川
队球员哈达迪因为指责并推击辽宁
队球员李晓旭，被停赛三场并被取消
参加2016年CBA联赛全明星赛的资
格，而四川金强俱乐部被罚款5万元。

对于篮协开出的罚单，四川金
强俱乐部方面给予以下回应：“首先
尊重并接受篮协的决定，其次俱乐
部将加强对球员的思想教育。并且
在队内强调团结，上下一心来应对
接下来的比赛。”这也意味着，接下
来与青岛、山东和上海这三场比赛，
哈达迪都无法出场，对于四川队的
内线来说，这将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U23亚洲杯暨里约奥运会预选赛小组赛
今日21：30 中国国奥VS叙利亚国奥 CCTV5直播生死战

按照成都市足协副主席刘刚的说法，
在年初出生的孩子因为比同年龄段球员大
几个月的优势更有可能被教练选上，踢球
更有可能获得成功，也更容易实现职业足
球梦。这一说法也得到了瑞士纳沙泰尔大学
附属国际体育研究中心的科学研究统计证

明 ，研 究 人 员 以 2009-2010 赛 季 到
2014-2015赛季期间，在欧洲主要31个顶
级联赛效力过的28685名球员进行了统计
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1月出生球员的人数
比例（11.0%）竟然是12月出生球员的

（5.9%）近两倍之多，每年前3个月出生的
球员则占到了总人数的30.5%，而后3个月
出生的球员只占到19.3%。国际足坛在青
少年赛事上通用的年龄组划分界限日是
1月1日，国际足联以及六大洲足协下属
的青少年赛事均是如此。这样的人为规
定，导致了参加U17世界杯的球员，在赛
事期间的实际年龄并非都在17岁以下，
而1月1日出生的球员，理论上就拥有最

大的身体优势。
难道出生在1月，踢球会更容易成功

么？但另一个统计数据表明：历届金球奖
得主没有一名球员出生在1月份（2月—
12月都有代表球星）。两大球王贝利和马
拉多纳则都是10月底生人。而1月出生的
足球明星则相对较少，能称为巨星的只
有卡尼吉亚、哈维、瓜迪奥拉、罗本等寥
寥几人。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1月生球员多 却难出金球奖得主

一支球队竟有9名球员都是1月1日出生，而且除了2人是1996年1月1日出生、1人
是1994年1月1日出生外，其他6人均在1993年1月1日出生！除此之外，还有4人也出生
在一月。这就是说这支球队22人中共有13人出生在1月。这样一支堪称世界足坛奇迹
的球队，就是今天中国国奥队即将在U23亚洲杯暨里约奥运会预选赛小组赛第二轮
所面对的对手叙利亚队。如果中国队本场比赛还不能拿下对手，可能就要接受小组出
局的命运。叙利亚国奥队如此大量的球员生日集中在一个月份内，实在让人难以相信
只是巧合……

备战与叙利亚国奥的比赛，国奥将士表情轻松

曝权健3000万欧元
购买巴西新星

在不久前德国足球权威数据网
络媒体《转会市场》公布的全球冬季
转会烧钱榜上，中超排名首位。在这
些烧钱的国内俱乐部中，来自中甲的
天津权健近期可谓大出风头，继7000
万人民币引进了辽足门将张鹭后，昨
日，据多家媒体爆料，天津权健花费
3000万欧元将巴西新星格乌瓦尼奥
收入麾下，折合人民币约2.15亿元。

格乌瓦尼奥出生于1992年4月5
日，是继内马尔后，桑托斯青训营出
品的又一位拳头产品。2015年，格乌
瓦尼奥共为桑托斯出战55场，打入
10粒进球并奉献了5次助攻，尽管还
没有入选过国家队，但其在巴西民
众中呼声已经日益高涨，另外，3000
万欧元也让他成为本赛季冬季转会
窗全球市场的新标王。在此之前，转
会窗头名是刚刚从斯旺西转会纽卡
斯尔的谢尔维，他的转会身价为
1600万欧元。3000万欧元的转会费
也远超之前高拉特1500万欧元的中
国足坛球员转会身价纪录。

又讯 由于政府干预足协工作，
昨日，国际足联宣布处罚科威特队，
判决去年11月科威特与缅甸队的世
预赛0比3告负（这场比赛并没有
踢），目前小组排名第二的科威特落
后中国队1分，这对国足竞争成绩最
好的四个小组第二有利。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