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恒大今日迎来
亚冠生死战

本周亚冠小组赛最后一轮开
赛，目前中超BIG3中江苏苏宁和
上海上港已经提前出线，所以今
晚18点30分恒大主场与水原三星
一战将成为最引人关注的赛事。
由于上轮水原三星主场不敌川崎
前锋，导致G组形势出现巨大的变
化，恒大也未能提前一轮锁定出
线权。目前恒大积9分排名小组第
一，水原8分第二，川崎7分。由于
末轮川崎主场击败香港东方应该
不成问题，恒大和水原之间实际
将为一张门票而火并。

恒大本轮只要主场不败即
可确保出线，但却不能确保小组
第一，如果恒大只是战平水原，
而川崎击败东方的话，恒大将会
因与川崎的交锋成绩处于劣势
而屈居第二名，这是恒大所无法
接受的。恒大今天的目标显然还
是击败水原，拿到小组第一，获
得1/8决赛先客后主的赛程优
势。当然，如果恒大主场输给水
原，而川崎击败东方的话，恒大
将悲惨出局，这对俱乐部来说绝
对将是一个灾难。

上海上港虽然已经提前出
线，但最终名次尚未敲定，末轮客
战西悉尼流浪者的结果将决定上
港的小组排名。从目前来看，上港
即便客场击败西悉尼，而浦和红
钻战平的话，上港也只能获得小
组第二，从而在1/8决赛与江苏苏
宁上演中国德比。不过站在上港
的角度，遇到目前中超尚未收获
一场胜利的苏宁，未尝不是一个
理想的对阵。

又讯 中国U20国家队与乌
拉圭 U20 国家队的热身赛昨晚
在陕西省体育场进行，最终U20
国足以1比3失利。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本周亚冠、欧冠直播表

5月9日周二
18：00 亚冠

阿德莱德联VS江苏苏宁
CCTV5+

18：30 亚冠
广州恒大VS水原三星 CCTV5

5月10日周三
02：45 欧冠

尤文图斯VS摩纳哥 CCTV5
18：00 亚冠

西悉尼流浪者VS上海上港
CCTV5

5月11日周四
02：45 欧冠

马竞VS皇马 CCTV5
（如有变动，以实际播出为准）

男篮世界杯预选赛抽签
中国韩国新西兰同组

前晚，2019年男篮世界杯预
选赛抽签仪式在广州举行。在亚
洲区预选赛抽签中，中国男篮与
新西兰队、韩国队、中国香港队同
分在A组。预赛从今年11月23日
开始，到明年7月1日结束。

本次预选赛，来自大洋洲的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将与亚洲球
队共同进行预选赛比赛。在分组
抽签仪式中，中国男篮与新西
兰、韩国、中国香港同分在了A
组。由于中国是2019年男篮世界
杯东道主，自动获得了世界杯参
赛资格，因此，本次预选赛中国
男篮参与的比赛将只计FIBA积
分，而不参与预选赛排名计算。
在中国篮协主席姚明看来，虽然
身为东道主的中国队，已经锁定
了2019年男篮世界杯的一个名
额，但依然要好好珍惜世界杯预
选赛的机会。“我们很多时间都
说篮球空窗期，这样的比赛会把
空窗期慢慢地赶走。我们也要好
好训练队伍，提高自己的水平。
另外一方面要让我们的联赛想
办法快速发展。”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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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执教球队下赛季升级

如今球王重返教练席的消息得
到确认！这一次，球王将执教阿联酋
富查伊拉俱乐部。富查伊拉俱乐部成
立于1968年，目前在阿联酋第二级别
联赛球队征战，本赛季排名联赛第4，
未能获得升级资格。

马拉多纳其实已在迪拜生活了
很长时间，其间球王表示，自己近年
来接二连三地收到执教邀请，但就他
个人而言，“更愿执教那些专业而著
名的球队。”新东家富查伊拉的目标
是能够在2018/2019赛季冲入阿联酋
足球超级联赛。

马拉多纳已与队员们见了面，球
王本人也在脸书账号更新，“我想告诉

大家，我现在是富查伊拉俱乐部的新
主帅，目前征战于阿联酋的乙级联
赛。”富查伊拉俱乐部则对外公布了马
拉多纳签约的照片，马拉多纳手持该
俱乐部的球衣，上面印有10号。

球员时代的马拉多纳，无疑是成
功的，他曾带领阿根廷在1986年世界
杯夺冠，四年后的世界杯获得亚军。

不过教练生涯的马拉多纳成绩
很一般，此前，马拉多纳曾在2008年
到2010年之间执教过阿根廷队，但是
在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1/4决赛中被
德国4比0血洗。

随后，马拉多纳在2012年时曾到
阿联酋执教过华斯尔队，但是执教后
不久老马就炮轰华斯尔队管理层给他
的引援预算低，仅仅执教一年，就遭到

解雇。之后，马拉多纳一直赋闲在家。

球王前经纪人因抑郁症自杀身亡

球王这边得意，他的前经纪人却
选择了结束人生。据阿根廷媒体报道，
曾发掘了马拉多纳的传奇经纪人、今
年58岁的若热·塞特斯皮勒于当地时
间5月7日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马德罗区
的一家酒店的7层楼跳下，自杀身亡。

塞特斯皮勒和马拉多纳年纪相
仿，他在1970、年仅11岁时认识了马
拉多纳，两个人的友谊逐步发展，
1977年，塞特斯皮勒成为他的经纪
人，并帮助他先后成功转会博卡青
年、巴塞罗那和那不勒斯，把马拉多
纳带到了欧洲赛场。

其间，塞特斯皮勒帮助马拉多纳

签订了好多份价值不菲的广告代言
合同。直到1985年，塞特斯皮勒才不
再担任他的经纪人。

除了马拉多纳，塞特斯皮勒还做
过费德里克·曼库埃洛、卢西亚诺·维
埃托、马丁·德米凯利斯等阿根廷球
员的经纪人，是世界足坛的传奇经纪
人之一，尤其在意甲有强大影响力。

塞特斯皮勒不久前刚与妻子离
婚，同时患有抑郁症，按照医生的嘱
咐，塞特斯皮勒需要有人看护。但看
护他的人一眼没盯住，塞特斯皮勒就
从酒店7层楼上跳了下去。

又讯 在昨日举行的2017年全国
体操锦标赛暨全运会体操预选赛男
子鞍马决赛中，四川选手邹敬园夺得
冠军。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综合整理

“其实，张剑做的就是过往张
吉龙做的事，广交朋友。”据《足球》
报援引一位圈内人士的说法，尽管
资历尚浅，但外语出色的张剑，正
在逐步进入角色，“希望他早日接
过‘龙哥’的班”。此前中国足球官
员在国际足联和亚足联的会议上，
屡次因为英语水平不高而吃暗亏。
在国际足联和亚足联的重大会议
上，执行委员会仅允许正式委员参
会，不得携带翻译人员入场。如果
委员英语不好，很容易在这样的会
议上因为无法理解会议精神和表
达自己的诉求而吃“哑巴亏”。

此前中国足协代表在亚足联
和国际足联任职的有16人，但部分
中国足协代表由于外语水平过差，
甚至很难保证自己的职务，两位国
内金哨就因为英语不过关而失去
了亚足联裁委会的委员资格。而张
吉龙成为中国唯一一位国际足联
和亚足联的高层，除了谦逊的为人
态度和精明的外交手腕外，扎实的
英语基础更是其进行足球外交的
重要保证。中国足协秘书长张剑出

身北大，英语水平上佳。2013年他
参加在毛里求斯进行的国际足联
大会时，就主动与多个国际足联下
属足协代表“交朋友”，而由于英语
功底扎实，张剑与他们的对话甚至
无需翻译帮忙。据《北京青年报》报
道，张剑本人操着一口流利的英
语，他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足协代表
对话时，翻译张弨竟然“插不上
嘴”。3年前，张剑督战国足时，也能
与时任国足主帅佩兰直接交流，沟
通球队技战术问题。一位与张剑相

识的足球界人士透露，北大法律专
业毕业的张剑，上学期间的外语水
平就很高，而这也非常有助于他开
展中国足球外交工作。

除了张剑，现在中国足协执
委、亚足联竞赛委员会副主席林晓
华和中国足协规划法务部副主任、
亚足联纪律委员会副主席沈睿、北
外英语专业出身的福特宝公司总
经理董铮等人英语水平都比较过
硬，他们都将成为中国足球外交的
新生力量。

张剑当选FIFA理事
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张剑昨日当选为国际足联理事会委员

// 国 际 足 联 大 会 特 别 报 道国 际 足 联 大 会 特 别 报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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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申办2034年世界杯？

中国足协：不属实
此次巴林除了亚足联全体代表大会

和其他大洲的代表大会，还将在10日和
11日举行国际足联第67届全体代表大
会，其中最受人关注的就是2026年世界
杯的席位最终分配方案和今后世界杯东
道主是否采用大洲轮办的形式决出。对
于网传新闻“中国足协写报告确认申办
2034年世界杯”，中国足协新闻办昨日在
其官方微博上辟谣称，“不属实”。

这次在巴林举行的国际足联理事会
将向大会提交国际足联章程修改稿。这
其中最引人注目就是世界杯赛主办国规
则的修改。去年10月份的国际足联理事
会会议上，与会代表们对章程中关于“世
界杯主办资格”章节进行了修正。按照原
来的规定，“世界杯的主办权不能连续两
届同时授予来自一个大洲足球的国家。”
新修改的章程中，“原则上，世界杯主办
权不能授予主办过前两届杯赛的所在大
洲的国家或地区，但是，如果环境允许或
要求的话，国际足联理事会可以根据相
关规则作出决定。”外界对此的普遍反应
是：这无疑是为中国尽早主办世界杯打
开了“绿灯”。

不过昨日中国足协新闻办在微博
中写道：“再一次被申办世界杯的新闻
刷屏了，有些媒体朋友有点心急啦，小
编也希望能够早日在家门口看上世界
杯，但出于严谨的工作要求，还是得向
大家澄清一下，目前还没有提出具体哪
一届世界杯的申办，网传新闻‘中国足
协写报告确认申办2034年世界杯’不属
实。”对于世界杯申办事宜，《中国足球
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及以此为指引推
出的“中国足协2020行动计划”中，“积
极申办国际足联男足世界杯”是不容忽
视的重要工作目标。此前，包括协会主
席蔡振华在内的中国足协高层在与国
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等友好沟通期间
也明确表达了这个愿望。

此外，关于球迷们关心的扩军后的
2026年世界杯席位分配问题，尽管先前
已经广为报道，即根据国际足联方面的
建议，在2026年世界杯赛上，亚洲将有8
个席位，但这仅仅只是一个提案、并非最
终决定。在这次会议上，与会的理事会委
员们将广泛展开讨论，并敲定最终分配
方案。此外，代表们还将讨论2026年世界
杯的申办程序与时间问题。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综合整理

据中国足协新闻办据中国足协新闻办
官方微博昨日消息官方微博昨日消息，，巴巴
林时间林时间20172017年年55月月88日日
上午上午，，在亚足联第在亚足联第2727届届
全体代表大会上全体代表大会上，，大会大会
一致通过一致通过，，中国足协常中国足协常
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张剑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张剑
当选国际足联当选国际足联（（FIFAFIFA））
理 事 会 委 员理 事 会 委 员 ，，任 期 为任 期 为
20172017--20192019年年。。

此外此外，，韩国足协主韩国足协主
席郑梦奎和菲律宾足协席郑梦奎和菲律宾足协
主席阿拉内塔也一同当主席阿拉内塔也一同当
选选。。此前由于科威特法此前由于科威特法
赫德亲王宣布放弃国际赫德亲王宣布放弃国际
足联足联（（亚洲区亚洲区））理事增选理事增选
竞选竞选，，因此竞选格局由因此竞选格局由
原来的原来的““44选选33””变为了变为了““33
选选33”，”，可谓一个萝卜一可谓一个萝卜一
个坑个坑。。根据身在巴林采根据身在巴林采
访亚足联大会的访亚足联大会的《《体坛体坛
周报周报》》副总编马德兴透副总编马德兴透
露露，，由于席位数和候选由于席位数和候选
人数相同人数相同，，没有组织选没有组织选
举的必要举的必要，，这次的亚足这次的亚足
联大会没有组织投票选联大会没有组织投票选
举举，，张剑和另外两人以张剑和另外两人以
大会鼓掌的方式直接通大会鼓掌的方式直接通
过竞选过竞选。。

马马德兴对成都商报德兴对成都商报
记者表示记者表示，“，“张剑当选国张剑当选国
际足联理事际足联理事，，对于中国对于中国
足球无疑将起到巨大的足球无疑将起到巨大的
积极正面作用积极正面作用，，也意味也意味
着中国足球在外交层面着中国足球在外交层面
的话语权将在客观上得的话语权将在客观上得
到增强到增强。”。”

这次抵达巴林参会的，除了张
剑，还有中国足协负责外事工作的
专职执委林晓华。因凡蒂诺去年升
帐国际足联主席后，启动了对FIFA
内部一系列的改革，将“执委会”变
成“理事会”就是其中一项。最大的
变化就是扩容，“理事会”使得亚洲
由原来的4名执委会委员变成了7
名理事会委员。这样，中国足协常
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张剑便有了希
望增补竞选，在国际足联拥有自己
的话语权。

按照一般规律，代表亚洲的国
际足联理事会理事，一个国家或地
区只能有一个名额。因此如果原亚
足联第一副主席张吉龙继续任职，
张剑就很难竞选上国际足联理事。
于是去年7月，张吉龙主动辞去了
亚足联副主席一职，实际上也是在
为张剑铺路。回顾张剑这次的当选
经历，可谓一波三折。原本，亚足联
希望在去年9月在印度果阿举行的

大会上选出3名理事（包括1位女
性），当时，报名参选男性理事的有
4人，除了张剑，还有伊朗足协副主
席兼中亚足联副主席卡法什安、卡
塔尔足协副主席穆赫纳迪、新加坡
足协主席诺尔丁。但是国际足联道
德委员会提出动议，对穆赫纳迪禁
足30个月，理由是“拒绝配合国际足
联的调查工作”。就在果阿大会前两
天，国际足联专门发函通知亚足联，
禁止穆赫纳迪参选。果阿会议当天，
力挺穆赫纳迪的亚足联主席萨尔曼
主持的大会以程序问题“罢会”，对
国际足联予以强烈反击。今年4月，
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宣布，解除对
卡塔尔人的禁足令，因为“证据不
足”。上诉成功后，穆赫纳迪尝试重
新参加国际足联的理事选举，不
过，当时国际足联的回复是，他“错
过了报名以及资格审查”。

在穆赫纳迪失去资格后，亚奥
理事会主席、科威特的法赫德亲王

顺势递补上来，参加竞选。今年的3
月24日，国际足联表示，已完成对
候选人资格的审查，张剑、郑梦奎、
法赫德亲王以及阿拉内塔获得竞
选资格，这样大会仍然是4选3。然
而，就在4月30日，法赫德亲王突然
宣布，鉴于自己目前收到了美国联
邦法院对其行贿国际足联官员的
指控，将辞去国际足联理事职务，
同时退出亚洲区理事选举。这样，
候选者只剩3人，张剑自动通过竞
选。身在巴林的《体坛周报》副总编
马德兴表示，“不光是世界杯的申
办，这对于中国足球方方面面都是
一个巨大的利好。”从2026年的世
界杯开始，举办国的选举改成国际
足联全体大会选举，而不再是理事
会的几十个人定，因此“朝中有人”
非常重要。2001年的十强赛，张吉
龙凭借自己出色的外交才能影响
了分组抽签，让国足避开沙特等强
队，成功进入了2002年世界杯。

马拉多纳出山 执教阿联酋乙级队

阿联酋富查伊拉俱阿联酋富查伊拉俱
乐部于当地时间乐部于当地时间77日宣日宣
布布，，前阿根廷队主教练前阿根廷队主教练
马拉多纳成为该俱乐部马拉多纳成为该俱乐部
的主教练的主教练，，马拉多纳就马拉多纳就
此结束此结束55年的教练空白年的教练空白
时期时期。。

今年今年22月月，，新新FIFAFIFA
主席因凡蒂诺任命马拉主席因凡蒂诺任命马拉
多纳担任多纳担任FIFAFIFA形象大形象大
使使。。此前此前，，曾有消息称马曾有消息称马
拉多纳将赴中国工作拉多纳将赴中国工作。。

A 一波三折 对手再三出事 最后自动通过竞选

B 学好英语很重要 良好外语水平成加分项

张剑当选，对中国足球是重大利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