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在印度果阿，亚
足联将进行一次特别代
表大会。引得国人高度关
注的是，中国足协副主席
兼秘书长张剑将参加国
际足联（FIFA）理事会新
委员的竞选。以目前的情
形来看，张剑有很大的机
会竞选成功。

这是继2011年张吉
龙参加国际足联执委会
委员竞选之后，中国足协
第二次公开参加竞选。一
旦张剑竞聘成功，中国足
协无疑将在国际足联拥
有更大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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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协全力支持
张剑今日竞选FIFA理事会委员

2016年9月27日
星期二

求 职
●资深会计师兼职18980073456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85559418专修移空调87772265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搬家公司
●玉龙87326666低价86259642优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律师服务

工商行业咨询
●61515001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厂房租售

●龙潭经济城办公室322平厂房
1000平及宿舍出租84209166
●厂房租售，首付三成，可办双证，
购即分割028-84944666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启 事
●西南石油大学王琦报到证2015�
10615204382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成都奇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银
行机构代码证（G1051010345956�
03）遗失作废。
●空港国际城装修保证金票据遗
失，票号：493122，声明作废！

●成都市祺瑞咨询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052012316）遗失作废
●刘云、李敏于2016年9月9日购双
流国际花城3期32幢3单元6楼3号
商品房的买卖合同（合同备案号
D2279， 备案时间2016年9月9日）
遗失作废。
●郫县慈航堂药房税务登记证正
本（川税字510124L76875797号）
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郫县李老幺家禽经营部营业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510124600348370）遗失作废

●李凤银购买宝光塔陵标准伉俪
型塔位（合同号16010409011、
证书号7012010409004001、发票
号0072220）遗失作废。
●陈东、王迪荣位于东升街道三
强北路二段88号25栋1单元1楼2
号房屋产权证（监共：0007082
、双权0182035）遗失
●四川能极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054926554H）开户银行
许可证（J6510047002802）及机
构信用代码证（G1051010104700�
2803）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房屋租售

●羊西写字楼出租18980882511
餐馆转让

●科华南路餐厅转15281792638

店 铺
●东门二环内400平13608227337

招 商
●转市内优质土地及寻有实力建
筑公司合作18280456780

28日（本周三）02：45
多特蒙德VS皇家马德里 CCTV5
萨格勒布迪纳摩VS尤文 风云足球
莫斯科中央陆军VS热刺 CCTV5+
29日（本周四）02：45
马德里竞技VS拜仁 CCTV5
门兴VS巴塞罗那 风云足球
凯尔特人VS曼城 CCTV5+

如有变动，以实际播出为准

欧冠小组赛

日前，由两名老全兴名宿分
别率领的四川省足协、成都市足
协青年军连传捷报，四川足协
U19 队在青海进行的 2016 西宁

“中基杯”丝绸之路国际足球邀
请赛决赛中点球大战6比4击败
莫斯科州U19队（常规时间1比
1），勇夺冠军。而成都足协 U15
队则在2016年全国U15联赛中
取得第四名的好成绩。

U19主帅孙博伟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虽然我们和俄罗斯球队
相比身体比较吃亏，但我们在脚
下技术和传切配合上要胜出一

筹，希望今后能有更多
机会参加类似的比赛。”
由徐建业执教的成都足
协U15队则经过漫长的
赛季，最终取得2016年
全国 U15 联赛第四名。
成都市足协副主席刘刚
表示，第四名的成绩在
成都足协U15年龄段这
个层面上已经是最好成
绩，最新一次 U15 国少
队集训，成足有4名球员
入选大名单，成为该年
龄 段 中 的 国 脚 大 户 。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川足成足青年军
捷报频传

此番张剑参加竞选国际足联
理事会新委员，获得了中国足协、
国家体育总局等多方的高度重视。
目前中国足球处于高速发展的态
势，也得到高层的关注，过往中国
足协因为“朝中无人”而经常吃亏。
相比当初张吉龙在2011年竞选国
际足联执委一职时所做的努力，这
次竞选投票之前的公关游说工作
力度前所未有。此番中国足协也痛
定思痛，参加此次竞选以期望将来
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以及更加公

平的竞赛环境。担任亚洲足联第一
副主席的张吉龙，在今年5月因病
递交辞呈，也为张剑参选扫清了规
则障碍。

张剑也为此次竞选做了大量
工作，多次赴东南亚、东亚和西亚
寻求支持，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奎也
表示将放弃竞选，对张剑进行全面
的支持。据《体坛周报》报道，中国
足协还聘请公关公司为张剑的竞
选造势，包括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兼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也曾在亲

赴瑞士国际足联总部会见新主席
因凡蒂诺。

恰恰是中国足协、国家体育
总局等多方高度重视这次竞选工
作，使得中国足协事先的一系列
外围工作更有针对性和目的性，
也让张剑获得竞选机会并最终争
取成功有了可靠的保障。一旦张
剑当选国际足联理事会委员，中
国足协在亚足联的最高权力层算
是保住了一席之地。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炫科技 酷生活
中国超大的数字娱乐生活节

正式启动

点击http：//item.damai.cn/108526.html 预订/购票链接
10月1日，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等着你的到
来，在各位大咖的带领下一同开启二次元的缤纷世界，掀
起电竞狂潮嗨翻全场！
活动时间：2016年10月01日~2016年10月04日
活动地址：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

基于 2016C Joy 数字娱乐生活
节的宗旨，2016C Joy 主办方邀请
SNH48、Lunar 等演绎天团加盟，促
进中外艺术文化的交流；邀请电声乐
队以及国内一流的 Cosplay 团队加
盟，为活动现场带来一场明星零距离
和电声乐的极致体验。

此次C Joy数字娱乐生活节-成

都站之行，SNH48 女团必将给各位
倾力奉上高水准的精彩演出，将本次
视听盛宴推上新一波高潮！

“动漫女仆”出生的Lunar，近几年
来在国内以其清纯、励志、校园派及中
国风的形象，多次登台出演各种动漫
游戏活动，吸粉无数，当之无愧地成为
了当下国内二次元世界的宠儿！

2016年9月22日，中国超大的数字娱乐生活节（C Joy）在成都香格里
拉大酒店举行媒体通告会，就2016C Joy数字娱乐生活节成都站的筹备情
况给大家做了介绍。作为中国一个规模超大的数字娱乐生活节，2016C Joy
成都数字娱乐生活节将设立舞台展示区，VR技术、数码娱乐、家用机三个互
动主题体验区，游戏/动漫产品、创意集市、休闲娱乐及F&B区四个精品销售
区。涵盖文艺演出交流、电子竞技表演、VR技术体验、数码家庭娱乐设备体验
以及游戏动漫周边产品的销售等内容。

■All-Star舞台近距离感受娱乐天团的魅力

电子竞技将成为本次生活节上
人气最旺、最大的焦点。在美国西雅
图举办的《DOTA2》国际邀请赛总决
赛（TI6）中一举斩获冠军奖杯并获得

约 6048 万人民币奖金的 the wings
gaming战队！就在C Joy数字娱乐生
活节-成都站的主舞台，Wings与你
不见不散！

■亲身感受电子竞技掀起的竞技酷炫，
世界冠军战队神临C Joy成都站

泰 国 资 深 人 气 Coser-Yuegen
Fay，知名人气Coser-晴天露露，Co-
ser-蓝孩，近距离观看名 Coser 的机
会就在你们手中！2016ChinaJoy 金
奖获得社团《集英》全员空降成都！为
您带来燃爆《银魂-最后一话》。
2016ChinaJoy 最佳表演奖获得社团

《成都秧歌团》整装待发，继战舞台！
为您呈现极具感染力的《魔法少女小
圆-命运圆舞曲》跌宕起伏剧情，扣
人心弦的视觉冲击即将再临！！

直视沉浸的VR娱乐魔力，生活节
将植入时下极为热潮的VR娱乐体验，
邀请微软、索尼、三星、AMD、NVIDIA、
EPIC等十余家国际知名VR/AR娱乐
企业参与。先进的技术、炫酷的体验、虚
拟与现实的重现，直接带来置身场景的
交互体验，来一场真正的眼见为“虚”。

时尚的数字娱乐/家用机体验，
生活节将带来时下极新、极酷、极时
尚的数字娱乐体验与家用机体验。电
子游戏活动娱乐，邀请各大游戏厂商
出席，并设计具有企业品牌特色的游
戏体验区，让玩家能够亲身体会多元
化、特色化品牌的数字娱乐乐趣。

游戏、动漫产品售卖，生活节将游
戏、动漫产品集合成动漫商店，让各商
家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也让消费者可以
一站式满足各种需求。同时组织游戏产
品展销限量版玩具，名人签名手办等。

休闲户外品牌合作，众多户外品
牌参与生活节，满足观众对户外活动
的各种需求。在此区域，还准备了一
些大型游艺机，让二次元牵动大众美
好的童年记忆。

F & B，生活节设立现场小吃、
点菜餐厅、咖啡厅等。当然，也少不了
啤酒+炸鸡的美搭。

2016C Joy数字娱乐生活节，将
有十余个国内外知名表演天团加盟，
超过数十家数字娱乐软硬件厂家参
与，近百款尖端、时尚的数字娱乐产
品与动漫、游戏产品展示互动，上百
个展位呈现出现代数字娱乐生活的
场景。它不仅仅是一场数字娱乐生活
的互动体验盛会，更是一个休闲、娱
乐、互动、体验的娱乐消费平台，在为
大众带来数字娱乐生活尖端科技体
验的同时，也为数字娱乐品牌提供一
个展示、体验、销售的娱乐市场平台。

■Cosplay现场出演，带来一场不一样的视觉盛宴

扫描二维码，关注生活，关注2016C Joy数字娱乐生活节！

各方高度重视 争夺在国际足联的话语权

国际足联理事会是根据国际
足联今年年初通过的改革方案而
设立的，以取代原有的执委会。与
原有的执委会相比，新成立的理事
会主要扮演监管以及制定国际足
联和世界足球发展方向的角色。在
旧的国际足联执委会中，亚足联有
三名执委，分别是：东亚区的日本
人田岛幸三、东南亚区的马来西亚
人阿卜杜拉王子以及西亚区的科
威特人、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
亲王。在新的国际足联理事会中，
亚洲将在这 3 个原有席位的基础
上增加 3 席。因此，亚足联将在这
次特别代表大会上就这 3 个新增
的委员名额进行选举，中国足协目

前已经决定让张剑参加国际足联
理事会委员的选举。

此前，张吉龙曾两次担任过国
际足联执委。提起张吉龙，便不得
不让人回忆起日韩世界杯亚洲区
十强赛的那次“上帝之手”式的完
美抽签，让中国队成功闪过沙特与
伊朗，为后来创造首次晋级世界杯
正赛的历史奠定了可能。自从张吉
龙卸任亚足联竞赛委员会主席、张
健强卸任亚足联裁判委员会副主
席之后，中国足协在亚足联以及国
际足联的地位一直比较低，几乎没
有什么话语权。从2015年开始，中
国足球界有8人在亚足联任职。中
国足协在亚足联的话语权逐渐恢

复，如果能够有人在 FIFA 担任理
事会委员，则会进一步提升中国足
协在亚足联的地位。因此，张剑此
次竞选国际足联理事会委员，对于
他个人以及中国足协都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目前新增加的三个席位里，其
中有一席为女性理事会委员，剩下
的2个席位，应该由东亚和西亚各
占一席，方能维持东西亚足坛的平
衡，这也将加大张剑当选的可能
性。一旦张剑当选，对于中国足球
的发展以及话语权的增强，都将具
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张剑将与来自
卡塔尔、伊朗、新加坡的 3 名候选
人一起竞争另外2个席位。

张剑四面出击 中国足协聘请公关公司帮助竞选

张剑此次竞选胜算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