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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足协：
重点申办女足世界杯

亚洲杯每4年举行一届，是目前
亚洲水平最高的足球赛事，中国队
已经连续多年参赛，曾经两次闯进
决赛，不过都屈居亚军。值得一提的
是，中国队最近一次闯进决赛，正是
在2004年，当时中国恰好是东道主，
只不过在决赛中，中国队1比3不敌

日本，与冠军擦肩而过。2019年，亚
洲杯扩军至24支球队，卡塔尔在决
赛中击败日本队首次登顶亚洲。
2023年亚洲杯将沿用24队的赛制。

按计划亚足联将在6月初的大
会上对2023年亚洲杯申办国进行投
票表决，此前，泰国、印度尼西亚和
印度都曾表示过承办亚洲杯的愿
望，但是当中国和韩国确定将参与
竞争之后，上述三国撤回了申请。而

现在韩国宣布放弃的话，中国将会
成为唯一的申办国。韩国足协在官
网上写道：“韩国足协已于15日告知
亚足联以及所有的参与城市，将退
出2023年亚洲杯的申办。”韩国足协
秘书长透露：“我们需要在亚洲杯和
女足世界杯之间做出取舍，我们决
定把战略重点放在女足世界杯上。”

事实上，早在2016年2月，中国
足协就曾表达过申办2023年亚洲杯

的意向。此外，按照亚足联内部一个
不成文的规定，亚洲杯赛事的举办
通常情况下是一届西亚，下一届就
会到东亚，由于阿联酋承办了今年
的赛事，下届比赛将移师东亚和中
南亚。

成都市足协：
今年是第二次申请承办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中国足协

申报了12座城市作为2023年亚洲杯
申办城市备选，其中包括北京、天
津、广州、南京、西安、武汉、成都、青
岛、沈阳、长沙、宁波和洛阳。中国足
协执委、成都市足协主席辜建明昨
日下午在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采访时候表示成都在2017年就
申请过承办亚洲杯赛事，今年是第
二次申请承办。

4月6日，亚足联第29届大会
在吉隆坡进行，国家体育总局副
局长、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
当选国际足联理事会理事，任期
至2023年。杜兆才当时就曾表示，
中国足协希望在未来申办亚洲杯
和世界杯。杜兆才在接受路透社
采访时表示，“对于中国来说，亚
洲杯和世界杯是我们的梦想，中
国足协希望在未来举办亚洲杯和
世界杯，我们正在为此制订计划。
在中国，当地政府非常重视发展
足球，我们正在准备申办资料，之
后我们将提交申请。”杜兆才还表
示：“我想我可以和同事们一起努
力，让亚洲和世界足球受益。足球
在中国很受欢迎，中国人非常喜
欢足球这项运动，我认为中国足
球正在进步。”

当时，韩国在亚足联全体代表
大会上的竞选中全面失利，回到国
内之后，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奎对于
申办2023年亚洲杯赛依然有想法，
并称：“必须承认，在一年之内同时
主办两项大赛是有一定难度的，或
许我们有必要从中做出选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昨天，沪指高开高走，最终大涨
55.07点，以2938.68点报收，涨幅为
1.91%；创业板表现更强，创业板指数
大涨34.09点，以1528.69点报收，涨幅
达2.28%。

应该说，市场暂时摆脱了危机，一
轮反攻行情正在酝酿之中。不过，即便
是反攻，也要认清行情的主线，否则赚
钱依然是比较困难的。

昨天一早，沪指直接跳空高开近
20点，奠定了全天反弹的主基调。消息
面，也有利好因素出现。

央行发布消息称，5月15日在香港
成功发行了两期人民币央行票据，其
中3个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据各100亿
元，认购主体包括商业银行、基金、投
资银行、中央银行、国际金融组织等各
类离岸市场投资者。

央行在香港成功发行央票，实际上
是回收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提高离岸市
场利率，从而抬高做空人民币的成本。
央行此举，也被市场认为是稳定汇率的
重要举措。而从昨天离岸人民币汇率的
表现来看，也止住了近期对美元回落的
趋势。对A股市场的走势是有利的。

昨天，沪股通和深股通也重新净
流入A股，虽然金额不大，两市合计只
有12亿多，但这对于正在酝酿反攻之
中的A股而言，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再看盘面，总体来说是个股普涨的
局面，两市再现近百只个股涨停的盛
况，下跌不到200只。如果遇到个股普
涨，大家很容易失去方向感。如果看不
清市场的主线，那么一旦遇到个股表现
分化，想赚钱依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以及对当
前市场所面临的一些外部环境因素的
认识，我个人认为，未来市场的主线，
很可能依然出现在大消费领域中。

这个领域，不仅仅因为它是海外
机构极为看好的方向，同时也因为大
消费领域可能是受到全球贸易摩擦不
利影响最小的领域之一。

而大消费领域中，哪些板块又将
是多方进攻的重点？

首先是酒类股。在本轮调整中，这
个板块是跌幅最小的板块。贵州茅台重
回900元上方，而五粮液也创出本轮行
情新高，其他的白酒股、啤酒股，表现都
非常稳定。其次是医药板块。这个板块
一直都在出牛股，同时也被机构一直看
好。第三是农业股，今年的表现极强。

除此之外，大消费领域还包括商
业零售、新零售，纺织服装、旅游酒店
等，都是值得关注的、有潜力的板块。

目前市场依然面临的问题是，成交
量还没有明显放大，沪市昨天仅成交2200
多亿元，这个量显然是不够的。此外，5月6
日留下的跳空缺口，也是技术压力，不放
量的话，是不容易突破的。 （张道达）

老人意外落水

5 月 10 日，市民王女士和朋
友相约在凤翔湖拍照，下午 2 点
多，她突然发现，远处的湖面有一
个黑点儿，像是一个人，但因为有
些距离，王女士的朋友说是不是
有人在游泳，但过了一小会儿，王
女士发现不对劲，黑点没有像有
人游泳一样有划水的动作，此时，
王女士的朋友也仿佛听见了微弱
的呼救声。

“下午太阳很大，路边没得什
么人。”王女士和朋友都不会游
泳，眼看有人落水十分着急，王女
士远远地看见有保安过来，连忙
呼救。“我们当时正从监控室那边

巡逻过来。”凤翔湖的安保人员袁
光权告诉记者，听到呼救后，自己
赶到湖边，看到落水的人已经漂
出10多米远，但袁光权也不会游
泳，只能干着急。王女士和袁光权
又赶紧向路过的人求助。

此时，一个小伙子骑车路过，
王女士和袁光权朝他求助，“小伙
子很快骑车过来，衣服裤子都没
脱，直接就跳进去了。”袁光权说，
小伙子游到老人身边，把老人拖
到岸边，然后将老人抱起来，袁光
权和赶来的同事伸手接住了老
人。而救人的小伙上岸后，就径直
离开了，都没有留下姓名。

袁光权说，老人被救上岸后，
吐了一些水，但意识还是清醒的，

“他说他坐到湖边，不晓得怎么就
落进水里。”袁光权说，老人的右
手上还有医院输液的留置针，可
能是因为身体不适。

寻找救人英雄

5 月 14 日上午，王女士找到
了双流融媒体中心，提供了自己
拍摄的现场视频和图片，希望找
到救人英雄。

5 月 14 日晚，双流融媒体中
心发布微博，寻找救人英雄，很
快，在微信留言区就有人认出了
救人小伙。网友“笑对人生”称：

“救人小伙的女儿在我们幼儿园
上大班，我们幼儿园有什么活动，
他都是默默地帮老师搬桌子、凳

子什么的，幼儿园有这样的家长，
我们感到自豪。”

救人小伙：这是一件小事

15日，记者联系到了救人小
伙雷剑，他告诉记者，自己今年
31岁，老家在简阳。事发当天，雷
剑刚刚下班，路过湖边时恰好听
见呼救，没有多想，径直冲下了
湖。“我看到老人手在往上伸，已
经快要沉下去了。”游到老人身边
的雷剑发现，水已经深到踩不到
底，老人也面色苍白。在距离老人
1 米多时，雷剑有意识地从老人
后背游过去，并且将老人调整到
面部朝上，还不停地叮嘱老人：

“不要抱到我，我把你拖上去。”
雷剑顺利地把老人拖到了岸

边，有安保人员接手，雷剑在水里
洗了洗手，上岸后，王女士问他叫
什么名字，雷剑朝拍摄视频的镜
头摆了摆手，然后就离开了。得知
老人没有大碍，雷剑说“那就好”，
对于自己救人的事，雷剑说，这本
来就是一件小事。

老人的家属姚女士告诉记
者，10 日中午，老人在家人休息
时独自出门发生意外。经过几天
休息，老人身体没有大碍。姚女士
说，对小伙救起家中老人这件事，
家里人都十分感激，也想联系到
小伙说一声感谢。

罗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于遵素 受访者供图

自 2014 年起，连续五届“熊猫
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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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已成为国内独创的赛事亮点，使

“熊猫杯”逐渐成为知名的国际品
牌足球赛事。

“熊猫杯”已成球星摇篮

在 2018 年“熊猫杯”国际青年
足球锦标赛上，英格兰、匈牙利、
乌拉圭和中国国青四支 U19 队伍
参赛，最终东道主中国国青首次
如愿在家门口捧杯。无论是现场
上座率、电视直播收视率，还是关
注度，均创下历届新高。2018 年

“熊猫杯”，在短短一周时间内，除
去六场比赛，组委会还组织了七
场会议、培训班，三场外事活动，
展现了大赛组委会高效的办会、
办赛能力。

举办青年国际足球赛事，是搭
建青少年足球交流的有效平台，能
加快与世界足球发达国家接轨的
步伐。曾参加“熊猫杯“的球员现已
有多名球员效力于职业联赛：于
2014 年来蓉参加“熊猫杯”的巴西
国青队员佩雷拉，本赛季代表曼联
俱乐部出战英超、亮相欧冠，并在
英超赛场上收获精彩进球；于2015
年来蓉参加“熊猫杯”的日本国青
队员堂安律，年仅20岁就在荷甲联
赛中成为球队核心，在今年的亚洲
杯上作为日本国家队绝对主力，入
选亚洲杯十大新星，并与姆巴佩等
人入选年度科帕奖10人名单，科帕
奖旨在表彰全球最优秀的 21 岁以
下球员。

曾代表中国国青队征战熊猫
杯的张修维、张玉宁、黄紫昌等新
星，如今都在国内顶级联赛赛场有
着不错发挥，用事实证明了打造

“熊猫杯”的初衷——打造未来国
际、国内球星的摇篮。

韩国国青尽遣主力

2019“熊猫杯”国际青年足球锦
标赛，也是“熊猫杯”走过的第六个
年头，根据东道主中国U18国家队
备战需要，熊猫杯”组委会邀请到

了亚洲太极虎——韩国 U18 国家
队；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泰国U18国
家队；即将参加该年龄段世界大赛
的新西兰U18国青。四支参赛球队
风格迥异，打法鲜明，将在一周的
时间内奉献上6场高质量的对抗。

韩国足协日前刚刚公布了韩
国国青来华的22人名单，除了锋线
的两大主力郑翰旻及吴贤揆之外，
韩国队带来了全部主力阵容。尽管
在年底的亚青赛预赛中将与中国
国青同组，但韩国队没有丝毫掩饰
实力的想法，他们想尽早与中国国
青正面交锋。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U18国青
的法国主帅贡法龙，在亚青赛预赛
分组出炉后，主动请辞，本次熊猫
杯由前四川 U18 全运队主教练张
力率队出征。

研讨会大咖云集

与此同时，第六届“熊猫杯”国
际青少年足球发展研讨会将于5月
28日举办，现已邀请亚足联技术部
行政主管、教练员培训项目发展官
员、亚足联参赛国技术专家及中国
足协技术总监克里斯·范普维尔、
法国足协技术代表、里昂俱乐部技
术代表等国际一流技术专家等共
聚交流，就足球人才培养、精英足
球框架体系建设、球员成长、女子
足球发展要点等专题进行研讨。中
国足协有关领导，以及 4 支参赛队
伍代表和国际足球技术专家等将
出席研讨会。全国各省市足协，中
超、中甲俱乐部，四川各地市州体
育行政部门、足协，相关高等院校、
各区（市）县体育行政部门和足协、
足球学校等单位的300多名代表也
将参会。

“熊猫杯”为球迷们奉献的不
仅是六场高质量的比赛，还是一次
足球技术、理念、观念、认识的分
享，更是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随着”熊猫杯““赛事+研讨会+球队
进校园”的办赛模式的成功举办，
组委会将会在中国足协的支持下，
有意在未来扩大”熊猫杯“赛事规
模，丰富赛事内涵，提高赛事影响，
打造属于本地区和中国的国际品
牌赛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鹏

都都成成
CHENG-
DU

工作中的 生活中的 价值观中的

发现

勤 美 善

55月月 1010日下午日下午，，在双在双
流区凤翔湖流区凤翔湖，，一位老人不一位老人不
慎落入水中慎落入水中，，发现老人落发现老人落
水的路人和保安又不会游水的路人和保安又不会游
泳泳，，危急时刻危急时刻，，一个骑车路一个骑车路
过的年轻人听见呼救过的年轻人听见呼救，，没没
有丝毫犹豫有丝毫犹豫，，跳入水中将跳入水中将
老人救起老人救起，，随后没有留下随后没有留下
自己的名字就径直离开自己的名字就径直离开。。

昨日昨日，，成都商报成都商报--红星红星
新闻记者联系到救人小伙新闻记者联系到救人小伙
雷剑雷剑，，他告诉记者他告诉记者，，这只是这只是
一件小事一件小事，，老人没事就好老人没事就好。。

昨日昨日，“，“熊猫杯熊猫杯””赛事组赛事组
委会正式对外公布委会正式对外公布20192019年年

““熊猫杯熊猫杯””赛程及相关活动安赛程及相关活动安
排排。。据成都商报据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红星新闻记
者了解者了解，，20192019““熊猫杯熊猫杯””国际国际
青年足球锦标赛将于青年足球锦标赛将于20192019
年年55月月2525--2929日在成都双流日在成都双流
体育中心举行体育中心举行。。

韩国足协昨日宣布放弃申办2023亚洲杯

中国成为唯一申办国
成都是备选城市之一

“熊猫杯”月底在蓉开战
中韩国青将正面交锋

老人不慎落水
小伙救人后悄然离开

根据国家
有关部门的最
新规定，本手记
不涉及任何操
作建议，入市风
险自担。

酝酿反攻
认清主线

大凉山国际戏剧节
11月19日在西昌开幕

“在以火把节闻名于世界的彝族
聚居地，我们借戏剧把薪助火，大小凉
山皆为舞台”。昨日，大凉山国际戏剧
节在凉山召开发布会，戏剧节发起人
濮存昕、李亭、阿来、王晓鹰等参加了
发布会，该戏剧节由凉山州文旅投资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起和承办，是迄
今为止我国西部唯一的国际戏剧节，
也是世界上唯一的冬季戏剧节。

据悉，该戏剧节以“回归和凝望”
为主题，由著名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
家协会主席濮存昕、著名作家阿来和
李亭等艺术家发起，得到了国内外19
位艺术家的积极响应。戏剧节计划从
2019年开始，每年11月在凉山举行，今
年11月份将会是首届大凉山国际戏剧
节。据了解，戏剧节将于今年7月，在凉
山彝族传统火把节期间，在西昌举行
全球开票仪式。

“戏剧节的首届在中国的西部的
大凉山，我们作为戏剧人觉得又有了
一片天地。这片天地是我们以前不知
晓的，在凉山这么漂亮的山水中间。”
这是濮存昕第三次来到凉山，他非常
喜欢这里，尤其被凉山少数民族骨子
里头纯粹的文化品质和天性所吸引。

中国西昌·大凉山国际戏剧节将
于今年11月19日在西昌开幕，12月1日
闭幕。记者了解到首届剧目分为山、
湖、城三个单元，总计有超过30台来自
全世界的剧目。值得一提的是，本戏剧
节的戏剧票不仅是观演票，还是旅游
票，它包含了与此相关的交通、住宿、
餐饮、游览和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我们将从购票者的出发地
开始服务，一票联通，一站式服务，让
您尊享一次浸润在山湖城之间的国际
戏剧艺术之旅。”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易沁圆

救人后，雷剑拒绝留名

雷剑将老人抱到岸边

里皮率领国足再次冲击亚洲杯

国青去年夺得“熊猫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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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宣布昨日下午宣布，，放弃放弃
申办申办20232023亚洲杯亚洲杯，，
将把重心放在女足将把重心放在女足
世界杯的申办上世界杯的申办上。。因因
此中国将成为此中国将成为20232023
年亚洲杯唯一申办年亚洲杯唯一申办
国国。。若不出意外的若不出意外的
话话，，20232023亚洲杯将亚洲杯将
落户中国落户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