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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巴塞罗那8月5日电（记者周喆）
西班牙队中场核心哈维5日在巴塞罗那召开新闻
发布会，正式宣布退出西班牙国家队，不过他同时
表示将继续为巴萨俱乐部效力。

哈维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的国家队生涯已
经结束，我感谢所有与我并肩战斗过的国家队队
友。在国家队的那些年是我人生中一段神奇的岁
月，我和队友一起取得了很多的成就。我是带着骄
傲离开的，我也希望队友们以后能够做得更好。从
现在起，我就是一个西班牙国家队的球迷。”

哈维2000年首次代表西班牙国家队登场，在
14年的国家队生涯中，哈维共代表国家队出场
133次，打入12球，并帮助球队获得了2008年、
2012年欧锦赛冠军以及2010年世界杯冠军。

哈维退出西班牙国家队
继续为巴萨效力

据新华社慕尼黑8月5日电（记者
朱晟）鉴于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F1）掌
门人伯尼·埃克莱斯通愿意支付1亿美元
（约合6.2亿人民币），德国慕尼黑地方法
院5日中午判处埃克莱斯通无罪。

主审法官彼得·诺尔宣布，埃克莱
斯通涉嫌贿赂一案终结，审判结果获得
庭审参与者的一致认可，埃克莱斯通必
须在一个星期内上交1亿美元，之后所
有针对他的指控将被撤销。

德国媒体报道，当天庭审过程中，
因考虑埃克莱斯通的年龄等因素，检方
已经接受他的提议。埃克莱斯通的辩护

律师们也对法庭判处他无罪充满信心。
现阶段，由于这名现年83岁的英

国人已获判“无罪”，他可以继续保有在
F1的地位。埃克莱斯通拥有一级方程
式集团部分股权，任一级方程式管理委
员会和一级方程式管理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是F1实际掌门人。

埃克莱斯通年轻时曾做过赛车手
和车队老板，上世纪90年代，在埃克莱
斯通的一手经营下，F1从一项较为冷
门的运动跃升为一项成熟且盈利颇丰
的国际体育运动，每站大奖赛平均可以
吸引超过2亿观众。

德国法院判F1掌门人无罪

新华社墨西哥城8月4日电 现年35岁的墨
西哥足球队队长马克斯4日从墨西哥联赛的莱昂
队转投到意甲的维罗纳队，继续书写着自己的职
业生涯。

莱昂队随即在媒体上表示：“马克斯已经加盟
到意甲的维罗纳队。我们祝愿他在新的职业生涯
中能继续取得硕果。”

作为国家队主力，马克斯曾帮助墨西哥队4
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

2000年，在法甲效力的他助摩纳哥队夺得法
甲冠军，后又在转会西甲后帮助巴塞罗那队夺得
西甲联赛冠军。

马科斯转投维罗纳队

新华社伦敦8月5日电 23岁的英格兰中场
罗德维尔5日结束了他在曼城队的蹉跎生涯，转
会加盟至“黑猫”桑德兰队。

桑德兰队在公告中称和罗德维尔签下一份为
期五年的合同，但没有透露转会费，来自英国媒体
的消息称这笔交易的金额大概在700万英镑左右。

罗德维尔年少成名，16岁便代表埃弗顿队在
英超出场，总共为“太妃糖”出场109次并3次披
上英格兰队的战袍。

2012年罗德维尔顶着1200万英镑的身价来
到曼城，但伤病缠身的他两年来只为曼城在英超
出场过7次而已，同时也无缘2012年欧锦赛和
2014年世界杯。

“只能在家看世界杯让我苦不堪言，我想重新
找回踢球的感觉，让职业生涯重返正轨，所以桑德
兰对我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罗德维尔说。

罗德维尔是曼城在夏季转会期卖出的第四位
球员。

罗德维尔加盟桑德兰

新华社柏林8月5日电 “德甲巨人”拜仁慕
尼黑俱乐部5日宣布，即将引进目前效力于利物
浦队的西班牙门将雷纳。

拜仁主席鲁梅尼格表示，雷纳正是球队所需要
的门将，而雷纳也已经做好了加盟球队的准备。新
赛季，这位代表西班牙参加了巴西世界杯的“门
神”，将成为拜仁主力门将诺伊尔的可靠替补。

据悉，雷纳几天后将飞赴慕尼黑进行体检并
与球队签约。

鲁梅尼格：

雷纳即将签约拜仁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张泽伟 刘亚蕊）国
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6日发布的“2014年6－69
岁人群体育健身活动和体质状况抽测调查结果”
表明，球类项目是中国人最喜欢观赏的体育赛事，
而篮球尤为受关注，大大领先排在第二位的足球。

根据调查，大众观赏率（包括在电视机前和比
赛现场观看）排在前五位的依次是篮球（34.9％）、
足球（10.4％）、乒乓球（7.1％）、体操（6.8％）、羽毛
球（5.9％）。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观赏前五位的
体育项目一致，但篮球受欢迎程度明显高于其他
项目，特别是在乡村。

从性别看，男性以篮球、足球和乒乓球为主要
观赏项目，比例分别为45.9％、15.0％、5.9％。而
女性则更多的观赏篮球，比例为22.9％，其次为体
操11.8％、羽毛球8.7％。

调查数据还显示，观赏游泳、台球、武术、拳
击、摔跤和举重等项目赛事的观众也占有一定的
比例。此外，选择18个调查选项之外的比例也较
高，体现了体育项目观赏的多元化。

据介绍，这项调查获取有效样本90929例，调
查对象覆盖中国10个省（区、市）30个地市的531
个街道、乡镇，其中城镇男性 22506 人，女性
22945人；乡村男性22672人、女性22806人。

调查显示：

国人最爱看篮球
足球次之连办8年的环岛赛究竟怎样？

上海体育学院体育赛事研究中心评估：仅2013年就创造价值2.66亿元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记者公
兵）中国足协官网6日消息，中国足协纪
律委员会开出6张罚单，其中北京国安球
员李提香遭禁赛4场，青岛赛区被警告。

在7月31日中超预备队联赛国安
主场与大连阿尔滨的比赛第80分钟
时，李提香指责辱骂裁判员，为此被处
以禁止参加中超预备队联赛4场和罚
款2万元的处罚。

8月2日的中甲联赛青岛中能主场
与广东日之泉的比赛结束后，少数观众
向场内投掷矿泉水瓶并击中广东日之泉
队主教练麦超头部，导致退场秩序混乱。
青岛赛区因此遭到警告和罚款3万元。

在8月2日中甲联赛成都谢菲联
主场与深圳红钻的比赛第77分钟时，
深圳队球员于帅指责辱骂裁判员，因
此遭禁赛4场、罚款2万元。

在8月2日中甲联赛武汉卓尔主
场与北京理工的比赛第60分钟时，北
京理工球员王超和武汉卓尔球员朱挺
发生推搡行为被红牌双双罚下，两人
均因此遭禁赛3场、罚款1.5万元。

在8月2日中甲联赛新疆达坂城纳
欢主场与青岛海牛的比赛第62分钟时，
青岛海牛球员肖开提亚力昆推击对方运
动员，因此遭禁赛3场、罚款1.5万元。

足协纪律委员会开出6张罚单

国安球员李提香被禁赛4场

从2006年开始举办的环岛赛，至今已经连续举办8届了，面对即将于10月份举办的第9届环岛赛，人们有理由问一系列问题，但其中有两
大疑惑必须最先厘清——到底环岛赛办得怎么样？海南作为举办方到底有没有什么收获？对于这些疑问，一份来自上海体育学院体育赛事研
究中心的评估报告，完全冰释了公众的疑虑——环岛赛，不仅让海南收获了媒体关注度，提高了公众美誉度，而且给海南所有举办环岛赛的地
方都带来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中，仅2013年就带来了两个效益的双丰收——收获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价值达2.66亿元！今天刊发本
报记者解读这份报告的内容，旨在帮助读者了解环岛赛的真实情况。 ——编者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每年10月举办的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
行车赛（简称环岛赛）创办于2006年，赛事
由国家体育总局和海南省政府共同主办，是
仅次于环法国、环意大利和环西班牙等职业
巡回赛的2.HC亚洲顶级公路自行车赛。这
项赛事已经连续举办了8年，究竟效益怎
样？日前，曾为上海大师杯网球赛、上海国
际马拉松赛、中国网球公开赛、环青海湖自
行车赛等20多项著名大赛提供评估服务的
上海体育学院体育赛事研究中心，对2013
年环岛赛进行了评估——当年的赛事创造
了2.66亿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环岛
赛缘何能有2亿多元的效益？8月5日，上
海体育学院体育赛事研究中心常务董事、策
划总结人李南筑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经济效益： 亿元

“2013年环岛赛经济影响力较大，为包
括旅游业在内的赛事相关行业创造了超过
1.31亿元的经济效益，这些经济效益均来自
环岛赛观众对赛事相关行业的消费。”李南
筑说。

他透露，赛事组委会特别选取了澄迈、
万宁和三亚作为评估对象，为赛事举办产生
的经济效益进行系统调研。本次评估通过
对举办地市内交通运输业，酒店业、餐饮业、
长途交通运输业、民航业、零售业、通信业等
行业的调查发现，2013年环岛赛现场观众
为上述行业带来了超过5100万元的直接消
费。其中，旅游业、酒店业、运输业和餐饮业
所获得的直接消费最高，都超过或接近千万
元。在直接消费基础上，通过边际效应最后

得到的经济效益总量超过了1.31亿元。
李南筑表示，作为环岛赛连续8年举办地

的三亚，环岛赛为其创造的经济效益价值最
高，超过了8000万元。“世界长寿之乡”澄迈作
为环岛赛举办地的同时，2013年还首次承办
了该届赛事的起终点工作，“第一次亲密接触”
便换来了超过2100万元的价值回报，实属收
获颇丰。“冲浪胜地”万宁作为赛事举办城市之
一，获得了近1900万元的经济效益。

李南筑认为，虽然环岛赛给各举办地带
来的经济效益有所不同，但从评估数据上可
以看出，连续多年主办赛事，给当地带来的影
响远大于单举办一次的影响，这也是国际上
很多城市热衷于连续数年倾力举办一项品牌
赛事的重要原因。

社会效益： 亿元

除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更不容忽视。
多家电视和网络近20个小时的转播，门户
网站、主流媒体超过2000篇文章的报道，让
环岛赛声名鹊起。

李南筑透露，2013年环岛赛通过电视
媒体、平面媒体、网络媒体、户外媒体等渠
道，为环岛赛创造了超过1.35亿元的社会效
益。其中，包括环岛赛媒体传播价值和现场
认知价值。

他说，2013年，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

海南电视台文体频道、爱奇艺网络电视，都
对环岛赛“澄迈绕城赛”和“万宁—三亚”两
个赛段的比赛盛况进行了“电视+网络”的同
步现场直播，并制作播出了多角度、长时段
的专题报道。

央视新闻频道、旅游卫视、天津卫视、五
星体育、劲爆体育等主流电视台，也对环岛
赛进行了全方位报道，节目时长总计将近
20小时，彰显了环岛赛的媒体号召力。此
外，国内权威报纸、门户网站也结合各自特
点，对环岛赛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报道。

北京晚报、新闻晨报、中国体育报、上海青
年报、香港大公报、羊城晚报、海南日报等主流
平面媒体，对赛事的新闻报道超过了110篇。

网络方面，网易、Biketo、体坛网、千龙
网、虎扑体育、爱奇艺、CyclingCN等与环岛
赛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开辟了环岛赛专题网
页。而新浪、搜狐、腾讯、优酷等著名网络也
发布了大量环岛赛的视频和图文消息。

观众支持率：超过 %

“根据我们对比赛现场观众的走访调研

显示，观众对环岛赛的支持度很高，超过
84%和92%的现场观众，分别表示明年会再
来现场观看比赛和支持当地今后再次举办
环岛赛。”李南筑说。

他介绍，评估结果显示，2013年环岛
赛的现场观众以男性和中青年为主。超
过78.46%的观众是专程来到现场观赛的，
显示了赛事的强大吸引力。而在支持率
方面，超过84%的现场观众表示愿意再次
到现场观看比赛，超过92%的现场观众表
示支持当地今后再次成为环岛赛的举办
城市。

李南筑说，除了显性评估数据，环岛赛
的综合社会价值，还体现在对游客及当地百
姓的意义上。每年10月，环岛赛的车队途
经之处，都是锣鼓喧天，观众人山人海。作
为洲际顶级赛事，环岛赛激发了当地百姓对
体育的热爱和对家乡的感情。现场观众满
意度是衡量赛事质量的重要指标。数据显
示，现场观众对2013年环岛赛的总体满意
度接近90%。在各项具体服务的满意度调
查中，观众对比赛精彩程度和现场接待服务
的满意度最高，分别为84.92%和84.45%。

（本报海口8月6日讯）

本报讯 8月6日，知情人对凤凰
体育独家透露，央视足球解说员、
《足球之夜》栏目主持人兼制片人刘
建宏将离开央视，结束他在央视18
年的工作生涯。

在接受凤凰体育采访时，刘建宏
表示，只能说，事业上，我最近会有一
个大的变化。具体是什么形式的变
化，现在还不好说。我会用一段时间
来考虑这个问题，一旦有确切的消息，
我会跟大家说。

据悉，刘建宏的离开，将和以
往离开央视的马东、黄健翔一样，
是完完全全地离开央视。对于他
的新职务，也曝出将在某网站担
任重要职务，其职位有可能是体
育首席内容官。

对于刘建宏离开央视的原因，外
界有诸多猜测，但总结起来共有4大
方面的原因：

一是看好新媒体。如今，从电视
圈跳槽到网络的知名足球解说员不
在少数，从往年的黄健翔、马东到如
今的刘建宏，新媒体的发展势头十
分强劲，新媒体的受众数量也已经
超越了传统媒体。

刘建宏此前接受采访时,就曾
对新媒体持赞赏态度：“我曾认为电
视是最好的媒体形式，突然我发现
新媒体出现了。电视依然很强大，
但是新媒体进步非常快，新媒体一
定会超过传统媒体。传输手段就要
发生改变，电视这种单向传输满足
不了观众需求，而新媒体的优势能
够更好地实现双向互动。把观众当
上帝，好好服务于上帝，媒体就能活
下去。如果不改变，传统媒体可能
真的就是死路一条。”

二是在央视压力大。在刚结束

的巴西世界杯上，刘建宏的解说备
受质疑，因为他是代表中央电视台
在发声，这或许让刘建宏感到了巨
大的压力。刘建宏之前曾坦言，对
于足球比赛解说，他已经尽力了，
球迷太挑剔了，对于这些批评他表
示遗憾。实际上，网络上的批评声
音，刘一直都在关注，并且内心感
受到了痛苦，因此在解说中反而容
易出错。

如今转投新媒体，作为更加自
由、更加开放的新兴媒体，刘建宏或
许能更游刃有余地发挥自身的解说
特色和才华。

三是待遇更有诱惑力。据悉，刘
建宏去到某网站后，该网站能为他
提供更加丰厚的待遇以及一个
较高的管理岗位，这也极有
可能表明，刘建宏在网站
的待遇要好过央视，这或许
也是刘建宏离开央视的重
要原因。

四是《足球之夜》
节 目 生 变 心 生 寒
意。今年3月初，收
视率持续低迷的
央视5频道栏目
《足球之夜》改
版，由原来的每
周一期，固定在
周四晚6时30分
更新，改为根据中
超比赛时间调整播出
时间。这档节目的改版，
很有可能是刘建宏决定告别央
视的导火索，毕竟刘建宏是《足
球之夜》栏目的制片人。

1968 年出生的刘建宏，
1986 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

闻系，就读广播电视专业。1996年3
月底进入中央电视台，在《足球之夜》
栏目工作，多次解说世界杯、欧洲杯
等足球赛事。 （周凯）

刘建宏将离开央视
外界猜测可能有4大原因

据新华社圣地亚哥8月5日电 （记者冷彤
李丹）智利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圣保利5日确认，他
将执掌球队到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甚至
决赛阶段的比赛。

智利足协同日在其网站上刊登了一份由圣保
利亲笔签名的简短声明。圣保利在声明中指出，
经过与足协主席哈杜埃的商谈，他已决定率队参
加明年在智利举行的美洲杯赛、2016年在美国举
行的百年美洲杯赛以及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南
美区预选赛。圣保利还在声明中表示，如果智利
队能够在预选赛中顺利晋级的话，他还将率队出
征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

圣保利继续执教智利队

刘建宏

李提香

环岛赛比赛现场

1.31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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