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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立即暂停NBA赛事转播
外交部：跟中方开展交流与合作却不了解中国民意，这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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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韦博英语官网显示，截至2018年7月
1日，韦博英语拥有154所培训中心，覆盖了
全国62个城市。

9月底，自称是“有良心的韦博英语员
工”张贴的公告曾引起部分学员的警惕。
该公告称韦博英语北京六个校区拖欠员
工工资，并以装修或系统升级的名义停止
运营，未来北京公司将宣布破产，学员学
费和员工工资都将无处追讨。同时，该公
告里还表示，“老板之一的高四海9月25日
来北京，之后直接告诉我们爱去哪里告随
便，爱怎么着怎么着，就是没钱。以后各中
心都会关门。”

10月7日，韦博英语成都银石校区的老
师们表示，一直在找总部负责人寻求支持。

但截至现在，仍未收到总部的明确指令。
记者通过企查查发现，韦博英语为上

海韦博教育培训有限公司推出的产品。该
公司成立于2015年4月，其注册资本为1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高卫宇，董事兼总经理
为高征宇。另据上述公告，高四海为副总，
为“高家三兄弟”。

企查查显示，高卫宇目前的关联风险
共82条，多与韦博有关。有的是因未按规定
办理登记受到行政处罚，有的是因为未按
照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
料。高征宇的关联风险为21条，也多与韦博
有关；高四海的关联风险为61条，也多与韦
博有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佩雯 袁野

国足的第2场世预赛比赛即将在
10月10日晚间在广州打响，如今中国
男足已经全员聚集，准备迎战40强赛
第2 个对手关岛队。刚刚在西甲代表
西班牙人队踢完联赛的武磊，昨天马
不停蹄赶到了广州，与国家队会合。

武磊是国足主帅里皮“钦点”回国
参赛的，里皮也希望国足能够在拿下
三分的同时多进球。然而，武磊前脚离
开西班牙人，俱乐部在10月8日凌晨
就宣布主教练加耶戈下课，前塞维利
亚主帅巴勃罗·马钦接过西班牙人的
教鞭。这位武磊的新帅是谁？换帅后武
磊能否保住主力位置呢？

巴勃罗·马钦 1975 年 4 月 7 日出
生于西班牙小城索里亚，身高1.82米
的他球员时期司职右后卫，但水平并
不出众，仅代表努曼西亚参加过西乙
比赛。马钦在23岁遭遇膝盖重伤被迫
早早退役，退役后在努曼西亚俱乐部
从事助理教练工作执教梯队10余年，
然后晋升为一线队助教兼 B 队主教
练。其实他与西班牙人前任教练加耶
戈都是青训教练出身，2011年接过一
线队教鞭带领努曼西亚征战西乙两个
半赛季，2013-2014 赛季执教赫罗纳
继续西乙征程，带领深陷降级区的赫
罗纳成功保级。

马钦励精图治，带领赫罗纳 3 次
冲甲，并于 2016-2017 赛季成功冲上
西甲，这是赫罗纳这支小球队历史上
首次征战西甲。在 2017-2018 赛季带
领最嫩的升班马赫罗纳征战西甲的第
一个赛季，曾在主场2比1击败强大的
皇马，最终西甲排名第十，成绩相当不
错。因此马钦也受到了强队的关注，
2018 年夏天接替蒙特拉执教塞维利
亚，不过带队成绩不理想，于赛季末下
课，然后一直赋闲在家。

马钦是青训教练出身，非常推崇
352 阵型。接手西班牙人后必将对球
队阵型和打法进行改革，若少帅继续
352 的打法，考虑到武磊个人技战术
特点属性不足以支撑其竞争边翼卫，
且西班牙人阵中又有佩德罗萨等球
员，所以武磊只能去竞争双前锋位置。
但是武磊目前的射门成功率必须要加
强，或许才能打动少帅的心。

目前正值国家队比赛期间，马钦
可以好好地熟悉一下球队和队员。但
对于武磊来说就有些不利，他8 日上
午刚刚抵达广州备战世预赛的两场
比赛，只有结束 15 日与菲律宾队的
比赛之后才能回到西班牙人队。这时
距离西甲联赛第九轮开打还有 4 天
的时间，马钦当时想必已经打造好了
一套主力阵容，不会给晚归的武磊更
多的时间考察。如果没有意外，武磊
又必须要从替补席上开始证明自己。
西班牙人届时的对手是比利亚雷亚
尔，巧合的是这个对手也是武磊登录
西甲赛场的第一个对手，武磊也需要
在马钦的手底下一切从零开始，证明
自己的能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发自广州

昨日下午5点半，国足继续在广州天河体
育中心外场训练。唯一不同的是，武磊回归了。
据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到，武磊
昨日中午才从上海飞抵广州与球队会合。而前
一天他才刚刚从西班牙回来，可谓相当辛苦。

最近几天，武磊绝对成为空中飞人，先是
上周中跟随球队去到客场莫斯科踢欧联杯后，
再到上周末西甲联赛又去到了马洛卡作客。比
赛结束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回到巴塞罗那，在那
里登机回上海。7日晚他已经回到了上海的家
中，处理了一下私人事务后，8日一早又坐飞机
前往广州，并于中午1点左右正式到达国足下
榻的酒店，与大部队会合。

不过里皮也没给武磊开绿灯，在酒店稍作
休整后，他就随大部队来到天河体育场外场训

练。训练之前，里皮特意安排全员到齐的全队
拍了全家福，这也是里家军的一个传统。

武磊在广州也非常受欢迎，下球队大巴之后
一直有球迷上前求合影与签名，他都一一接受，
导致他最后一个走进训练场。虽然时差都还没倒
过来，但是武磊还是正常参与了分组对抗。记者
在现场观察到，虽然此前有媒体报道武磊可能不
会在与关岛队的比赛中首发，但是训练时，他还
是被安排进了主力那组，站在艾克森旁边。

里皮已经明确，10月的两场比赛（10日主
场对阵关岛队和15日客场对阵菲律宾队），国
足不但要拿下三分还要尽可能地多捞净胜球。
因此本场比赛，国足可能会派上武磊、艾克森
和杨旭三大前锋出场。杨旭在训练前接受了媒
体采访，他表示，球队面对关岛的目标就是赢

球和多拿净胜球。首场比赛，他们 3 人联袂首
发，包办了中国队5个进球中的4个，杨旭也有
一个点球入账。对于国足的这套攻击线，杨旭
说：“首先我们都是为国而战，而且增加了艾克
森这样的归化球员，现在他已经是中国人了，
而且更多地想要帮助球队，想要更多的胜利，
所以我们想拧成一股绳，忘记第一场比赛，全
力拿下关岛队和菲律宾队。”

对于刚刚归队的武磊，杨旭认为，虽然他
有一些疲劳，但欧洲的比赛节奏可以让他保持
状态。“武磊刚归队，身体可能有些疲劳，但他
一直在比赛期间，身体状态应该是没有问题。”
杨旭表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摄影记者 王效 发自广州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昨日再
次发表声明，决定立即暂停NBA赛事转播安
排。“我们注意到正在日本参加活动的 NBA
总裁亚当·肖华回应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莫
雷发表涉港不当言论一事。对亚当·萧华声
称支持莫雷自由表达权利的说辞，我们予以
强烈不满和反对。我们认为，任何挑战国家
主权和社会稳定的言论，不属于言论自由的

范畴。为此，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体育频
道决定，立即暂停NBA季前赛（中国赛）目前
的转播安排，立即排查涉及NBA的一切合作
交流。”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昨日就不久前美国休
斯敦火箭俱乐部总经理涉港错误言论及此后
NBA总裁相关言论作出回应。

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中国驻休斯

敦总领馆已经就休斯敦火箭俱乐部有关人士
的错误言论向对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中国篮
球协会以及休斯敦火箭队的中方合作伙伴也
都相继发表了声明。

“我想中方的立场已经非常清楚了。”
他说。

“另外，我建议你去关注一下普通中国民
众对此事的反应和他们的态度。”耿爽说，“跟

中方开展交流与合作，却不了解中国的民意，
这是行不通的。”

有记者问及，NBA未来在华前景如何？如
想恢复同中方的关系，他们应该怎么做？

“NBA与中国开展交流合作已经有相当
长的时间了，下一步应该怎么说、怎么做，他
们心里最清楚。”耿爽说。

据央视、新华社

据阿根廷媒体DOBLE AMARIL-
LA 报道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
批准2021年、2022年两届世俱杯（国际
足联俱乐部世界杯）在中国举行，从
2021年开始世俱杯将扩军至24支球队
参赛，将分成8个小组，每组3支球队，
每个小组的第1名获得淘汰赛资格。

目前世俱杯的参赛名额为7队，来
自六大洲顶级的俱乐部参加，亚足联
的参赛队伍为当赛季亚冠冠军。但根
据此前外媒的报道，新的世俱杯在名
额分配方面原则上将包括12家欧洲俱
乐部、5 家南美洲俱乐部、两家非洲俱
乐部、两家亚洲俱乐部、两家北美洲俱
乐部。参赛球队将通过参加所在洲联
赛的比赛获得新世俱杯资格，而另一
个名额将属于东道主。如中国真的成
为东道主，那么应该至少会有一家中超
俱乐部参赛，到时球迷可近距离观看这
项高水平的世界足球俱乐部赛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鹏 编译

韦博英语在成都多个校均宣布停业
涉及约800名学员 学费超2000万元

武磊归队
国足或派三前锋多捞净胜球

西班牙人换帅
武磊能否保住
主力位置

2021年、2022年
世俱杯在中国举行

武磊参加合练

近日，网传消息称，韦博英语北京六个
校区拖欠员工工资，并以装修或系统升级的
名义停止运营，未来北京公司将宣布破产，
学员会费和员工工资都将无处追讨。

10月6日，有知情人士向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透露，韦博英语成都校区的现状
与北京校区一样。

10月7日晚，韦博英语成都银石校区的
学员们收到通知。通知称，由于总部运营出
现问题，导致区域校区无法正常运营。成都
韦博目前遇到资金问题无法正常开校，且全
体员工已被拖欠好几个月工资。

据学员们自发组织统计，韦博英语在成
都的多个校区（银石校区、苏宁校区和龙湖
校区）均宣布停业，涉及约800名学员共计
学费超过2000万元。

10月8日下午，韦博英语成都银石校区
相关负责人召开学员沟通会，当地教育局的
工作人员和警察也赶到现场。校方给予学员
们多种选择，登记退费或者转至成都市的其
他教育类机构。

该校区的相关负责人透露称，有投资机
构表示愿意接手韦博英语在成都的原班教
师和学员，目前正在谈。

记者在成都银石校区的学员沟通会上获
知，该校区多为成人学员，青少学员仅20名，出
国部考试部学员150名，其余学员多是韦博英
语的常规学员，成年已工作者占多数。

对于上述三类学员，该校区目前给出了多
种方案：常规学员可以转至线上继续学习；出
国部考试部学员由另一家培训学校给予公益
教学支持；青少学员对接到成都其他品牌青少
培训机构。（注：该方案中提及的其他培训机构
都尚未谈妥。）

如果学员们无法接受上述方案，可以先行
登记进行退费退课的申请。不过，负责登记的
老师告诉记者，学员们缴纳的学费都统一收到
总部，如果校区在运营上需要资金，再向总部
进行申请。

这也意味着，目前该校区的账户上没有钱
可以进行退赔。

多名学员告诉记者，他们缴纳的学费多为
2万或者3万余元。据学员们自发组织统计，韦
博英语在成都的多个校区（银石校区、苏宁校
区和龙湖校区）均宣布停业，涉及约800名学员
共计学费超过2000万元。

多名学员向记者表示，他们缴纳的学费几
乎都超过万元，而且是用分期付款的形式进行
缴纳。

以李同学为例，其学费共32800元（两年），
以分期形式支付，每月支付一千多元。目前，她
刚完成一年的学习计划，即便现在无法继续上
课，但银行仍然在扣费。

对此，该校区的老师表示，“现在我们在跟
教育局谈，能不能把分期都转嫁到集团债务，
分期机构能不能停学员的还款，还在沟通。因
为钱是交到了总部，要停分期，我们没有操作
权限，但我们在尽力对接。”

成人学员占多数 多选择分期付款

欠薪多月 保洁上门讨薪、物业断电

韦博英语成都银石校区的老师告诉记
者，他们的工资从8月起就没有发放，韦博
英语以换工资银行卡等理由不断拖延。

有与该校区合作多年的保洁公司员工
上门讨薪。保洁人员向记者出示了2019年
的收款及发票记录。记录显示，从7月开始，
相关款项一直未收到。

有老师告诉记者，9月底，老师们陆续
从其他地区的校区得知零星的相关消息。9
月27日，该校区的负责人收到通知，总部运
营出现问题，导致区域校区无法正常运营。

而此前，记者曾于10月6日探访该校
区，当时未开放，其门上张贴的告示为“为
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同时校区
还会进行设备升级，校区将于2019年9月29
日至10月7日放假。”

有学员对该校区老师们明知韦博英语

的运营状况、却仍然接收新学员的行为提
出质疑。有一名学员在沟通会上表示，她于
9月26日缴费报名，目前甚至还未办理合
同，手中只有一张收据单。另有一名家长表
示，她与孩子7月在该校区报名，分别学习
成人英语和青少英语。由于校区的安排，他
们至今未开课，仅孩子在上免费的预热班。

值得一提的是，有参与沟通会的学员
告诉记者，当天到达该校区时，物业已经对
其进行断电处理，随后才重新接电。

目前，多名学员已经进行登记等待退
款，也有部分学员仍在观望，等待该校区
与其他培训机构谈妥，将学员转移过去继
续学习。

另外，该校区的相关负责人透露称，有
投资机构表示愿意接手韦博英语在成都的
原班教师和学员，目前正在谈。

教育机构领头羊 也学健身房跑路圈钱？

沟通会现场

保洁人员出示的收款及发票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