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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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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 7 点过，中国足协在官网发
布公告，决定继续聘请高洪波担任国
足主教练。如果说此前只是一个“临时
工”，那么在率队奇迹般地晋级 12 强
赛后，高洪波这次就等于被足协彻底
扶正了。虽然中国足协没有公布这次
合同的期限，但按照惯例，合同应该到
12强赛第10轮结束，也就是明年9月
5 日，也应该有比较充分的时间让高
洪波打造一支真正符合自己战术思路
的新国足了。“这次足协的效率真高！”
对于这个结果，众多力挺高洪波留任
的球迷都感到非常满意，甚至难得地
给足协点了赞。

据成都商报记者了解，高洪波回
归国足执教最后两场世预赛，与足协
的合同到昨日结束，正好两个月。高
洪波在中卡之战的赛后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接下来具体由谁来带来这支
球队，还需要综合评估，并且他透露：

“最晚4月底之前会确定国足主帅。”
而中国足协这次没有让高洪波和外
界等这么久，在与高洪波的合同结束
的当晚，就宣布聘请高洪波继续担任
国足主帅，堪称实现了无缝对接，效
率难得地高了一回。

足协在公告中表示，聘请高洪波
继续执教是经过足协主席办公会的慎

重研究，其带队期间队伍的精神状态、
战斗意志以及团队协作精神取得积极
变化，因此主教练得到了全体队员的
信赖以及技术专家组的肯定，同时也
得到广大球迷的认可，“中国足协认
为，高洪波是继续率领队伍征战世预
赛亚洲区12强比赛的合适人选。”

据悉之前足协决定由国管部部长
刘殿秋出席4月12日在吉隆坡举行的抽
签仪式，这也是主帅尚未确定所带来的
尴尬，如今高洪波已经“转正”，他届时也
可能会与刘殿秋一同前往抽签现场。

值得注意的是，足协在昨日宣布
继续聘请高洪波的公告最后一段中表

示：“两场比赛的胜利鼓舞人心，但我
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足球仍然
与亚洲强国的水平存在差距，落后是
全方位的，在今后的比赛中我们将面
临严峻的挑战。中国足协将采取措施，
进一步加强国家队建设，全力以赴支
持国足备战世预赛。”

这段话表明，接下来很可能会有
新的人选加盟国足教练组，联想到高
洪波此前提到的“中外教练联合执
教”，有理由相信足协很可能会选择一
位类似于国足技术顾问角色的洋帅来
辅佐高洪波，达到“加强国家队建设”
的目的。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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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集方式：面向社会征集

二、征集原则：

（一）应征作品内容应积极、健
康、向上，不得含有任何涉嫌民族
歧视、宗教歧视以及其他有悖于社
会道德风尚的内容；

（二）应征作品必须为原创性
设计，并且无抄袭、仿冒或侵害他
人知识产权；此前未以任何形式发
表过，也未以任何方式为公众所
知。曾经参加过其他设计竞赛或已
在为第三方服务的设计作品不得
参赛；

（三）设计风格和类型不限，但
应符合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公序
良俗的要求。

三、作品要求

会徽设计要符合当代艺术美
学要求，时代气息浓厚；图形优美、
简洁；构图完整、协调；形式新颖、
独特；内涵精准、具有象征意义；形
式完美、易懂易记、便于推广。包含

“成都2016”字样，特点鲜明，体现
竞技体育特征。会徽设计应有不超
过300字的设计说明，主要阐述会
徽设计的基本元素、设计理念、思
路、形式与含义，要求与会徽同时
递交。

吉祥物设计要体现2016成都

市第十三届运动会的主旨精神，体
现体育特征、时代特点、成都及青
白江区特色，以及中华文化内涵。
吉祥物姓名独特，响亮，易于记忆
和传播，名字包括中、英文名称。具
有商业开发和适合再创作的特点，
可广泛适用于从特许商品到二维、
三维动画以及市运会景观等不同
领域的需要。吉祥物设计应有不超
过200字的设计说明，主要阐述吉
祥物形象的设计思路、理念和吉祥
物名称的含义。要求与吉祥物同时
递交。

推广语要求健康向上、简洁响
亮、贴近生活、富于创新、易于传
播，充分体现成都市和青白江区蓬
勃发展的体育事业和团结进取、拼
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原则上每条主
题口号不超过20字。

主题曲要求反映成都市及青
白江区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欣
欣向荣的美好前景，旋律欢快、活
泼，歌词健康向上。时间长度在 5
分钟以内。

四、报送方式及时间

采用电子邮件方式，作品的电
子扫描件应以附件形式发送至指
定邮箱，邮件题目统一为：成都市
第十三届运动会会徽（吉祥物、推
广语、会歌）征集作品/作者姓名/
联系电话。应征者需妥善保留原

件。报送时间为自公布之日起7日
内有效，逾期不参与评选。

联系地址：成都市书院西街1
号亚太大厦7楼

联系人：常乐
联系电话：028－86510203
电子邮箱：17431840@qq.com

五、评选及公布

青白江区承办 2016 年成都
市十三届运动会筹备委员会办公
室将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评
选委员会对应征作品进行评选。
每个项目各评选 3 件入围作品，
在各主流媒体上予以公布。最终
将综合专家评审意见，确定本届
市运会的会徽、吉祥物、推广语
和会歌。评选揭晓后，将在官方
网站和相关媒体上公布获奖者名
单及作品进行宣传。每项各设入
围奖 3 名，每名获奖励证书一本；
从各项入围奖中评出采纳奖 1
名，另奖励人民币5000元。

六、青白江区承办2016
年成都市十三届运动筹备委
员会办公室拥有对本次征集
活动所有问题的最终解释。

青白江区承办2016年成都市
十三届运动筹备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3月25日

成都市第十三届运动会
会徽、吉祥物、推广语、主题曲

征集公告
成都市第十三届运动会将于2016年5月举行，为展示

运动会的特色，彰显体育运动的风采，扩大运动会的影响，特
向社会公开征集成都市第十三届运动会会徽、吉祥物、推广
语、主题曲。具体要求如下：

恒大“重奖”
国家队球员

中国队2比0击败卡塔尔队，奇迹
般晋级亚洲区12强赛。在上半场僵持
的局面下，正是广州恒大队球员黄博
文以一记石破天惊的世界波，率先打
破场上僵局。这个进球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而在本场比赛中，五名上场的恒
大球员都表现不俗，为国家队最终取
胜立下汗马功劳。就在比赛结束后不
久，恒大老板许家印表示：上场的五名
恒大国脚每人奖励“恒大国脚国家队
比赛拼搏奖牌”一枚；在此基础上，额
外奖励黄博文 100 万元，额外奖励冯
潇霆、曾诚、张琳芃、李学鹏每人20万
元；恒大队另一国脚郜林虽没上场，但
训练认真刻苦，奖励“恒大国脚国家队
认真刻苦训练奖”奖牌一枚。这并不是
恒大首次对队内的国脚进行奖惩了，
按照恒大俱乐部在2013年出台的《恒
大国脚八项规定》要求，凡是入选每期

国足集训名单的球员，集团给予每人
10万元的荣誉奖奖励。凡是上期入选
因自身不努力等原因落选最新一期国
足集训的恒大国脚，恒大将会对这名
球员给予20万元处罚。2014 年，冯潇
霆和李学鹏因为落选亚洲杯名单，就
被俱乐部各处罚了20万元。

球员为国争光
俱乐部该不该奖？

根据记者目前掌握的信息，与恒
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各家俱乐
部对于球员在国家队的表现好像没
有什么表示。山东鲁能俱乐部和昔日
的大连阿尔滨曾经也出台了系列针
对国脚的特殊制度，其中有一些精神
抚慰的条款，如报销家属现场观战的
费用。本场比赛其他中国队球员，包
括同样攻入一球的武磊，目前还未从
俱乐部获得任何奖励。而近距离打门
击中门柱弹出，这才造成黄博文进球
机会的于大宝更是在比赛中受伤，不

得不缺席一个月，这也让很多球迷唏
嘘不已。恒大用具体的奖惩措施，来刺
激俱乐部球员在国家队的表现，这样
的做法也在外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支持者认为恒大俱乐部是在掏自己的
腰包为中国足球分忧，值得鼓励；而反
对者则认为恒大此举实际上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国家队内的秩序和团结，
毕竟更多的球员并没有得到奖励。此
外，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恒大俱乐部此
举，实际上是在用金钱来衡量一个球
员为国效力的决心，对于球员来说，也
并不尊重。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别以为梅西、内马尔、皮克这样
的绝对巨星就能不遵守规则。只要你
敢破坏规矩，那就是罚款没商量。西
班牙《每日体育报》近日公布了一份
绝密的巴萨更衣室罚款榜单：皮克
6200欧元，内马尔1200欧元，阿德里
亚诺1000欧元，图兰600欧元……自
从恩里克执教巴萨后，他的治军方略
中就加入了对违纪球员罚款并公开
清单这一项。

当然，区区4位数的罚款对动辄
数十万欧元月薪的巴萨球员来说不过
是九牛一毛，但是谁都要面子啊，对于
这些威名赫赫的球员来说，上榜自然
不是啥光彩事。你看，“乖乖虎”梅西就
从来遵守纪律、循规蹈矩，所以他从未
被主帅罚过钱，堪称球队标兵。

被罚款6200欧元排第一
皮克是“迟到大王”

巴萨官员卡莱斯·纳瓦尔日前对
这些罚款明细做了解读：第一次训练
迟到罚款200欧元；之后训练继续迟
到罚款翻倍，第二次罚 400 欧元，第

三次罚 800 欧元；至于比赛，必须提
前一个半小时集结，第一次迟到罚款
400欧元，第二次出现迟到则要在上
一次的基础上乘以四：1600欧元，以
此类推。

谁在罚款之王的排名中遥遥领
先已经一目了然，本赛季至今巴萨后
卫皮克被罚了6200欧元。训练、比赛
迟到对他似乎已经是家常便饭。皮克
不仅仅是一个职业球员，还管理着一
家游戏公司、一家资产管理公司、一家
地产公司。他也曾这样形容自己的忙
碌：“我离开球队更衣室就会进入自己
公司的更衣室，我喜欢每天向我的员
工们问好，看看他们需要什么帮助。”

此外，皮克的巨星妻子夏奇拉也
经常拉着老公逛个街购个物应酬应酬
什么的，从这个角度看，打着几份工，
又养着个明星老婆的皮克不迟到几次
都有点说不过去。不过再有钱的皮克
也不敢再多迟几次到，因为本赛季至
今巴萨后卫皮克已经被罚了6200欧
元，由于恩里克的罚款采取各种翻倍
处理方式，如果皮克训练或比赛再迟
到，那他将面临翻倍的罚款。

梅西堪称全队标兵
全队罚款捐给慈善机构

除了特立独行的皮克之外，天性
自由散漫的巴西球员内马尔和阿德里
诺亚分列榜单的二三位，土耳其人图
兰排名第四，其中阿德里亚诺的1000
欧元罚款源于一次比赛迟到和两次训
练迟到，图兰则是训练迟到两次。

一定有很多人好奇梅西被罚了
多少款？阿根廷球王本赛季训练和比
赛从未迟到，在罚款清单上的数额为
零。巴萨的另外 3 位队长伊涅斯塔、
布斯克茨和马斯切拉诺也起到了楷
模作用，一次都没有被罚。

恩里克没对罚款名单保密，榜单
就贴在更衣室，他希望用这种方式敦
促球员严格自律。在经历了执教初期
的阵痛后，巴萨更衣室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要团结，恩里克功不可没。在瓜迪
奥拉2010年提出建议并被俱乐部采
纳后，巴萨球员这些年的罚款一直被
用作俱乐部工作人员聚餐，不过恩里
克有所区别，这两年巴萨球员的迟到
罚款早已以万计算，恩里克让俱乐部
把所有罚款都捐给了慈善机构。

昨天国内体育圈最引人关注的一条消息昨天国内体育圈最引人关注的一条消息，，莫过于广州莫过于广州
恒大重奖黄博文恒大重奖黄博文100100万元了万元了。。在本周二进行的世界杯亚洲在本周二进行的世界杯亚洲
区预选赛中区预选赛中，，后者帮助中国队先拔头筹后者帮助中国队先拔头筹，，力助中国队力助中国队22比比00
击败卡塔尔队击败卡塔尔队。。有意思的是有意思的是，，除了黄博文除了黄博文，，其他上场的四名其他上场的四名
恒大球员也都获奖恒大球员也都获奖2020万万，，就连没上场郜林也获得就连没上场郜林也获得““奖牌奖牌””一一
枚枚。。而这也让广大球迷为其他表现不俗的国脚而这也让广大球迷为其他表现不俗的国脚““抱不平抱不平”，”，因因
为包括另一名进球者武磊在内的其他国脚的俱乐部目前还为包括另一名进球者武磊在内的其他国脚的俱乐部目前还
没有任何表示没有任何表示，，网友们感叹网友们感叹：“：“还是恒大还是恒大大方大方！”！”

100万
重奖黄博文

皮克最爱吃罚单
梅西从来不迟到

敢奖敢罚

出猛将敢奖敢罚

出猛将

西甲世纪大战明晨打响

西甲第 31 轮将于明晨2：30 上
演世纪大战：“领头羊”巴塞罗那主
场迎战排名第三的皇家马德里。巴
萨目前领先皇马10分，而且已经连
续39场正式比赛保持不败。就算这
场爆冷输球，似乎也很难对联赛冠
军归属产生重大影响。本赛季西甲
首次世纪大战在去年11月22日举
行，皇马在主场以0比4惨败。对于
执教生涯首次世纪大战，皇马新帅
齐达内要求队员们必须踢出侵略
性，“场上要有11个佩佩”。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你的下属上班老是迟你的下属上班老是迟
到到，，工作期间经常耍手机工作期间经常耍手机，，不不
遵守纪律怎么办遵守纪律怎么办？？面对这些面对这些
职场职场 BOSSBOSS们经常遇到的难们经常遇到的难
题题，“，“宇宙第一球队宇宙第一球队””巴塞罗巴塞罗
那主帅恩里克给出一个那主帅恩里克给出一个““简简
单粗暴单粗暴””的措施的措施———罚款—罚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