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达尼洛·巴博萨
Danilo Barbosa

巴西中场，出生于
1996年，2014年代表巴西
队来蓉参加首届熊猫杯。
2015年的世青赛上，达尼
洛大放异彩，吸引了众多
欧洲球探的目光。上赛季，
达尼洛被租借到西甲劲旅
瓦伦西亚，在西甲联赛有
着不错的发挥。如今，达尼
洛效力于葡超头名本菲
卡，在本赛季的欧冠、葡超
都有登场。

安德烈亚斯·佩雷拉
Andreas Pereira

同样来自足球王国巴
西，2014年熊猫杯，这名巴
西妖人给成都球迷留下了
深刻印象。而在此之前，他
就被曼联相中，那时还不
满18岁。本赛季，佩雷拉被
曼联租借到西甲格拉纳达
队，继续在五大联赛开启
自己的职业生涯。

加布里埃尔·波斯奇利亚
Gabriel Boschilia

2014年熊猫杯，波斯
奇利亚身披巴西队10号。
本赛季，波斯奇利亚所在
的摩纳哥队成为欧冠黑
马，成功杀入四强。虽然因
伤提前告别本赛季，但这
名年轻的巴西中场出场15
次，其中有8次首发，攻入8
粒进球。

堂安律
Ritsu Doan

这名出生于1998年
的日本小将，在本赛季亚
冠联赛中贡献了精彩进
球，成为亚冠史上第二年
轻的得分球员。而他早在
16岁就登上日本职业联赛
舞台，2016年参加熊猫杯
时还不满18岁，但已稳坐
日本国青队主力。如今，他
已成为日本国奥队的一
员，不少欧洲球队向这名
日本妖人发出邀请。

多米尼克·马蒂诺维奇
Dominik Martinovic

2016年熊猫杯，代表
克罗地亚出战的马蒂诺维
奇亦有不错的表现。这名东
欧小将曾代表拜仁U19梯
队，在20分钟内攻入4球，本
赛季从拜仁加盟德甲新贵
莱比锡红牛，在德甲梯队联
赛中多次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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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杯”
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
5月17日~21日

赛事
名城

连续举办四届
助推国际赛事名城建设

熊猫杯，是成都市足协在
中国足协支持下创办的一项

自主品牌赛事。截至目前，
熊猫杯每年都在成都举

办。成都将足球事业的
发展和足球深化改革

任务相结合，在推进
城市国际化、现代

化建设中不断完
善体育公共服

务职能，以提
升 市 民 健

康水平为
重 要 任

务。

前三届熊猫杯的成功举办，
在对外宣传成都，展现成都国际
化、现代化城市形象，打造成都乃
至全国的国际赛事名城方面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作为中国足球改
革重点城市、全国首批校园足球改革
试验区，熊猫杯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
的举办，将有力的推动中国足球及本
地区足球的国际交流，提高本地区乃
至中国足球运动技术水平。

第四届熊猫杯国际青年足球锦标
赛将于今日起拉开战幕。伊朗队、斯洛
伐克队、匈牙利队以及中国U19国青
队四支队伍，将在未来5天为广大球迷
献上该级别高水平的国际青年足球比
赛，使成都乃至全省球迷足不出户，就
能感受到热烈的足球氛围。

在接受采访时，中国足协执委、成
都市足协主席辜建明表示：“举办青年
国际足球赛事，能够搭建青少年足球
交流的有效平台，加快与世界足球发
达国家接轨的步伐。”在辜建明看来，
随着熊猫杯的不断进行，将会有越来
越多的国际巨星从这里走出。

目前，曾参加熊猫杯的球员
已有多名球员效力于职业联赛
——巴西国青队的佩雷拉、达

尼洛等分别在曼联、瓦伦西亚
等欧洲顶级俱乐部效力，

曾代表中国国青队征战
熊猫杯的张玉宁、张修

维、向柏旭等，如今都
在国内乃至国际顶

级 联 赛 赛 场 有 着
不 错 发 挥，这正

是熊猫杯期望发
挥的作用。

高水平研讨会
丰富熊猫杯内涵

在辜建明看来，熊猫杯为青少年
足球的贡献，不只是让他们多了一些
与国际同年龄段高手过招的机会，更
重要的是与熊猫杯同时进行的国际青
少年足球发展研讨会，能够给中国青
少年足球的从业者带来许多启发。

第四届熊猫杯国际青少年足球发
展研讨会将于5月20日举办，主办方邀
请参赛国技术专家及中国女足国家队
外籍教练等技术专家共聚交流，对足
球人才培养计划、精英足球青少年工
作、女足培训、球员发展要点等进行专
题研讨。中国足协有关领导，4支参赛
队伍代表和国际足球技术专家等将出
席会议，全国各省份足协，中超中甲俱
乐部，城市联赛甲级俱乐部，四川各地
市州体育行政部门、足协，成都各高
校、各区（市）县体育行政部门和足协、
足球学校等百余单位的300多名代表
也将参会。

2016年，研讨会邀请国际足联讲
师吉恩·玛利亚·康慈对FIFA的足球
理念和青训发展理念作出讲解；2015
年受成都足协邀请，欧足联委员、前世
界足球先生路易斯·菲戈来蓉，出席研
讨会并观看了熊猫杯的比赛。辜建明
说，“这个论坛水平之高在国内非常罕
见，不少教练或者足协官员都从外地
赶来成都吸取经验，这也是熊猫杯给
我们留下的一笔财富。”

赛事期间，组委会还将组织参赛
球员走进成都各校园足球试点学校参
加青少年足球培训活动，与学校师生、
青少年足球教练员、球员交流经验，进
行训练、比赛互动。此类活动的开展，
将使在校师生有机会近距离感受国际
高水平球员的风采，提高对足球的认
识、增强参与足球活动的积极性、推动
校园足球等一系列工作的开展。

投入400万
双流全力保障场地条件

为了此次熊猫杯的顺利进行，举
办地双流从球场到接待多方面服务，
力争让参赛球员对成都留下一个良好
的印象。

据双流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透
露，2016年5月份，区财政投入400万
元，完成了双流体育中心足球场改造
工程、训练场人工草坪更换、东区看台
座椅更换及天然草坪维护设备采购等
工作。2016年熊猫杯及中乙联赛后，又
对双流体育中心足球场天然草坪进行
翻植及后期养护工作，目前比赛场地
已符合承办国际A类赛事竞赛要求。

在场地准备方面，5月10日前，已
完成裁判员休息室、运动员休息室、
组委会办公室、贵宾休息区、新闻发
布厅等功能房及附属设施设备布置、
水电检修、墙面翻新、防滑垫铺设、卫
生清理等准备工作；5月12日前，完成
了体育场疏散通道卷帘门锁检修更
换，并组织人员对体育场东西南北区
看台及座椅进行卫生保洁，确保以场
馆最佳风貌迎接本次比赛；5月13日
前，完成了熊猫杯比赛场地画线、球
门安装、替补席球门刷漆翻新、热身
场地布置、塑胶跑道冲洗、草坪修剪、
广场砖修补、水电保障、体育场灯塔
及应急照明检测、LED显示屏及音控
设施调试等。

按双流区委区政府要求，双流区
体育局局牵头组织召开了2017年熊猫
杯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双流区协调
会，协调区公安局、区卫计局等赛事保
障相关部门，全力做好赛事期间安全
保卫、交通保障、医疗救护、食药卫生
监管及通讯电力保障等工作，确保
2017年熊猫杯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的
顺利举行。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郭田雨单欢欢刘若钒
谁领风骚？

参加本届“熊猫杯”的中国U19国青队，由
德国籍主帅伊塞克执教。伊塞克是德国足协青
少年国字号队伍骨干教练，曾执教德国U20、U21
国家队，以及协助德国国家队备战世界大赛，有着
丰富的青少年国家队建设成功经验，也使他十分擅
长精英后备人才培养。

U19（19岁以下），就目前来说，即1998年以后出生
的球员。而这支中国U19国青队，一定意义上是现役U20
国家队的后备力量，他们当中优秀的球员，有机会进入U20
国家队，充实冲击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队伍。

这支中国U19国青队，比较突出的队员是山东鲁能队的郭
田雨和北京国安队的单欢欢，他们同时入选了中国U20国家队，
不久前在对阵乌拉圭U20队的比赛中都有上场，郭田雨还打进了
一球，据称其曾被皇马、尤文等欧洲豪门相中。

此外，效力于上海绿地申花队的刘若钒，出生在四川南充，司职攻
击型中场，被普遍认为是这支中国U19国青队中最有前途的队员之一。
此前不久的中超联赛，他第一次代表上海绿地申花队登场，虽然时间不
长，但一脚精妙的传球帮助队友击中广州恒大队的门柱，给人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在参加本届熊猫杯的中国U19国青队中，除了刘若钒
外，还将出现刘超阳、罗新、鱼竣伟、黄锐烽等多名来自四川的球员，其中刘超
阳是四川足球名宿刘斌的儿子，出自成都市足协青训体系。

2016年，里皮团队全面接手中国国家队，也对各国字号各年龄梯队提出了统
一部署、统一要求。虽然这支中国U19国青队中，已有不少球员在中超联赛有过出
场机会，但大多是还是受利于U23新政，出场时间有限，而熊猫杯能让这些队员与欧
亚同年龄段强手过招，无疑是极佳的练兵机会。

不过，这一次的对手中缺少了巴西队、日本队这样绝对强手，我们期待作为东道主
的中国U19国青队有所突破，在成都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本届赛事的门票已于5月8日开始正
式发售，甲票60元一张，乙票40元一张，凡

成都市足协会员单位、成都市校园足球学校、
成都城市超级、甲级联赛俱乐部、省市球迷协会、

机关事业单位、学生等团体购票享受优惠；
售票地点：锦城艺术宫、省体育馆、双流体育馆

（比赛当日现场售票）；
售票热线：028-86653819；85071922。

国内自创
足球品牌赛事

成都烙印成都烙印打
上

20172017年熊猫杯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年熊猫杯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
今日在双流开战今日在双流开战

以中国足球协会为
主办及指导单位，成都市人

民政府主办，成都市体育局、双流
区人民政府承办，成都市足球协会、双

流区体育局协办的2017年“熊猫杯”国际
青年足球锦标赛（以下简称熊猫杯），将于2017

年5月17日~21日在成都双流体育中心举行。
此前三年，熊猫杯已经连续举办三届。而国际青

年足球锦标赛暨国际青少年足球发展研讨会的成
功举办，在本地区乃至全国足球青少年发展领
域获得良好声誉。“赛事+研讨会+球队进校
园”的全新办赛模式，也已成为成都市独
创的赛事亮点，熊猫杯逐渐成为全国
知名的国际品牌足球赛事。

让成都吸引全球关注

熊猫杯走出的
明日之星

15：00
伊朗队VS斯洛伐克队

5月17日

19：00
匈牙利队VS中国队

15：00
匈牙利队VS斯洛伐克队

20：00
伊朗队VS中国队

15：00
匈牙利队VS伊朗队

19：00
斯洛伐克队VS中国队

（CCTV5+、聚力体育
PPTV、腾讯体育、乐视
体育、章鱼TV、企鹅直
播等，将对中国队的比
赛进行全程直播）

看新星

5月17日 5月19日 5月19日 5月21日 5月21日

看往届

购
票
信
息

赛
程

◀经历了2014年
第一届“熊猫杯”的
淬炼，成都球员张
修维（左）已经逐渐
走上更大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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