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7月24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王黎刚 美编：孙发强综合体育新闻B10

■■■■■ ■■■■■ ■■■■■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省足球队
已经“悄悄”在海口训练了一个多月，这
支新组建的球队名叫海南海汉队。海汉
队聘请了前国足主教练朱广沪担任技术
总监，目前正在与一名前国脚洽谈，准备
聘请他担任球队主教练。

海南省足协会长吕建海说，海南海

汉队由海南省足协与海南海汉足球俱乐
部互助共同组建，已经报名参加今年中
国足球协会业余联赛。但前提是海南海
汉队必须在8月5日-12日在海口举行
的海南足球公开赛中夺冠，才能有资格
代表海南征战东区决赛。2015中国足
球协会业余联赛大区赛将于10月在东、

西、南、北四个赛区举行，届时每个赛区
有8-11支俱乐部参赛。总决赛将于
11-12月举行，有8支俱乐部参赛，获得
全国前四名的球队可获得下赛季中乙联
赛注册资格。东区决赛将在海口举行。

吕建海说：“海南海汉队中有中超预
备队的队员和多名踢过中甲的球员，我

们对球队的实力有信心，海南足球公开
赛夺冠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东区决
赛强队云集，海南队能否获得前2名晋
级总决赛需要看临场发挥。”

海南海汉足球俱乐部董事长、临高
人符松说，海南队的教练团队配备在中
丙球队中是非常豪华的。球员的签约也

比较顺利，很多球员都愿意在海南踢
球。特别是省文体厅、省体校和省足协
给予我们大力支持，解决了球队的训练、
食宿问题，也让我们对中国足球协会业
余联赛东区决赛充满信心。我也希望海
南球迷把海南海汉队当成自己的家乡球
队，关注我们、支持我们。

新组建的海南足球队的目标是什
么？我们为何在建省28年后组建足球
队？海南省足球协会会长吕建海向记者
娓娓道来。

海南足球群众基础不错

吕建海说，足球运动在海南有着广
泛的群众基础，建省前也曾涌现出一批
优秀的足球运动员，虽然建省28年来由
于体育战略布局的缘故，我省未设立省
级足球运动项目，但丝毫不影响广大青
少年和社会群众对足球运动的热情。

他说，我省拥有一年四季均可以开
展足球运动的得天独厚气候条件。为贯
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和《中国足球
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文件精神，海南省高
级体育技术学校作为海南省竞技体育龙
头单位，有必要在国家大力发展足球运
动的背景下，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根据我
省足球运动发展实际，充分发挥我校竞
技体育的专业优势，组建我省体育部门
足球运动的标杆——海南省足球队，代
表我省参加国内的大型足球赛事活动以
及相关国际交流。

打造振兴海南足球的“火车头”

“组建海南第一支足球队，打造一个

发展振兴海南足球的‘火车头’。”谈及海
南足球队组队原因。

他说，首先，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
足球在海南尚属空白，海南足球历史上
还未有过一支足球队参加过中国的各级
职业足球联赛。拥有一支属于海南自己
的足球队，是海南900多万父老乡亲长
久以来的期盼。其次，中国足球职业化
20多年来，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未包括港、澳、台地区），除海南省外，
均有过职业足球队参加过中国的各级职
业足球联赛。2015年度，没有省级足球
队的省份仅剩西藏、青海、海南。而海南
是历史上没有，直至现在都没有省级足
球队的唯一省份，这与海南作为全国最
大的经济特区、具有国际旅游岛称号的
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在当前发展
足球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
尽快组建海南省足球队迫在眉睫、刻不
容缓。这不仅需要足球从业人员的努
力，也需要政府、社会和广大球迷的大力
支持。第三，组建海南第一支足球队，
打造一个发展振兴海南足球的“火车
头”，带动我省业余足球、校园足球和青
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28年来，由于缺失省级足球队的平
台，许多青少年足球人才踢到一定的年
龄后，没有向上发展的通道，只能无奈地
转为业余足球、企业足球。这就是20多
年海南一直无法培育出高水平足球运动

员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有效解决这一难
题，组建海南省足球队是最直接、最有效
的办法和途径。

海南足球队目标冲乙级

吕建海说，新组建的海南队力争用
两年时间打入中国足球乙级联赛，进入
国内职业俱乐部行列。

吕建海表示，通过交流和吸纳省内
外优秀队员，海南队最终人数约为25人
左右。海南队的主要任务是参加2015
年中国足球丙级（业余）联赛，以及代表
海南参加全国乃至国际的其他各类足球
赛事，争取两年内从丙级队伍中脱颖而
出，冲入中乙进入职业行列。如果运气
和实力都达到的话，海南队争取用两年
时间升入中国足球甲级联赛。海南队需
政府予以4年的经费支持，4年后通过市
场运作，吸纳社会力量，以俱乐部模式独
立运营。

吕建海说，除了一线队外，省高级体
校还将组建一支16岁年龄组的球队。
这支球队从海南本地选拔 1999 年-
2000年出生的优秀队员，而后采取交流
形式获得约10名外省队员充实队伍，注
册报名参加全运会，争取明年全运会预
选赛出线。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7月23日讯）

海南成立了专业足球队
聘请前国足主帅朱广沪任技术总监 一名前国脚将担任主帅

省足球协会会长吕建海谈新组建的海南足球队——

打造振兴海南足球的“火车头”

■ 新华社记者 王浩明 韦骅

拜仁慕尼黑俱乐部即将结束在中国
的访问，三场比赛、众多的商业活动，在
带走钞票和欢呼之余，也应该给中国足
球留下一些思考——在挥金如土的引援
背后，拜仁为何能够鹤立鸡群，连续22
年实现盈利？他们在商业开发和俱乐部
运营上究竟有什么秘密？在改革和发展
的关键时期，中国的职业联赛和俱乐部
能从这家豪门身上得到什么借鉴？拜仁
俱乐部主席鲁梅尼格接受了新华社记者
的专访。

近年来，拜仁慕尼黑在转会市场上
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挥金如土，但还能保
持盈利。2013－2014赛季，拜仁的税
前利润超过2500万欧元，这已经是他们

连续22个赛季实现盈利，这在世界豪门
俱乐部中独树一帜。

“这个秘密很简单，就是你收入一定
要比支出多，这是德国人的文化，也是拜
仁多年坚持的理念。”鲁梅尼格说。

拜仁的收入之所以能够保证每年都
大于支出，并非“节衣缩食”，而是很大程
度 上 源 于 他 们 惊 人 的 商 业 收 入 。
2013－2014赛季，拜仁的商业收入超
过 2.9 亿欧元，占据了其总收入的
60％。这样的收入结构，无疑给暂时无
法在转播权和比赛日收入上有所突破的
中国俱乐部以启示。

“来中国访问很重要，我们要打开中
国的市场，我们也有长期的规划。”鲁梅
尼格说。

除了商业收入，拜仁的比赛日收入

也冠绝德甲，2013－2014赛季，拜仁的
比赛日收入达到8800万欧元，场均达到
350万欧元，拜仁自己所有的安联球场
显然“功不可没”。

鲁梅尼格表示，一座专业球场对一
家职业俱乐部来说非常重要，它就是职
业俱乐部的家。

“球场非常重要，相当于我们的家，
可以营造气氛，可以与球迷互动，可以进
行市场开发，这些都要依赖我们的球
场。”他说。

鲁梅尼格也知道广州市在规划一座
专业球场，恒大方面也在积极争取。“相
信恒大和拜仁的想法是一致的，在中国
大部分球场是带跑道的，很难营造出像
专业球场一样的气氛。”他说。

（据新华社广州7月23日电）

拜仁俱乐部主席鲁梅尼格

专业球场对俱乐部很重要

距离里约奥运会开幕还有约一年的
时间，但里约奥运村如今已基本成型，今
年12月即可完工。新华社记者22日来
到奥运村工地，提前一年去一探玄机。

里约奥运村坐落于城市西南部的巴
哈区，距离东南部的市中心有约40公
里，记者从市中心驾车前往奥运村，在不
算拥堵的路况下仍耗时一个半小时。难
怪有国外记者同行笑称，里约奥运会应
被称作“巴哈奥运会”，因为奥运核心区
距离市区太遥远了。里约正抓紧修建从
市区通往奥林匹克公园的快速公交和地
铁，若能按时完工，届时或许可以拉近奥

运村与市区的距离。
里约奥运村总共拥有31栋楼房（每

栋 17层）、3604 个套间和 10160 个床
位。明年7月24日，也就是距离里约奥
运会开幕还有12天的时候，奥运村将开
门迎接运动员和官员。在奥运会期间，
其内部设施还将包括餐厅、医疗和健身
中心等临时建筑。

远离市区，意味着环境清幽。依山
傍水的奥运村拥有山景房、湖景房、海景
房等多种朝向，2室、3室、4室等不同户
型，楼下还有游泳池、小花园，运动员在
这样的环境下休息，肯定有助于养精蓄

锐。不过，在记者参观的2室1厅户型
中，卧室并不大，倘若用作双人间就稍显
局促，特别是对那些人高马大的运动员。

为了让运动员在奥运村住得更舒适，
里约奥组委专门邀请不同项目的运动员
来帮忙挑选家具、选择房间“尺寸”，比如
奥运村里的门框将比普通住房宽出10厘
米，淋浴设施有2.2米高，床有2.17米长。

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它将被用作普
通住房。奥运村从去年10月开始对外
销售，目前已售出300套，均价为每平米
2万元人民币。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7月22日电）

提前一年揭秘里约奥运村

新华社华盛顿7月223日电 正
在美国进行的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金
杯足球赛于当地时间7月22日结束了
半决赛的争夺，牙买加队2：1爆冷战胜
了东道主美国队，历史性地闯进决赛；
另一场半决赛几经转折，墨西哥队最
终通过加时赛2：1击败了巴拿马队，与
牙买加会师决赛。

美国队与牙买加队的半决赛率先
开始。比赛的进程出乎所有人的意
料，牙买加队依靠马托克斯的头球在
第31分钟的时候取得领先。5分钟
后，巴恩斯任意球直接破门为牙买加
队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两球。

落后的美国队开始大举反击。第
48分钟，队长布拉德利帮助球队将比
分改写为1：2。此后，尽管美国队持续
向牙买加队发起进攻，但可就是无法
打进扳平比分。1：2的比分最终保持
到终场，赛前夺冠呼声极高的东道主
就此遗憾地止步半决赛。而牙买加队
则成为金杯赛有史以来第一支闯进决
赛的来自加勒比地区的球队。

墨西哥队与巴拿马队90分钟内战
成1:1，双方随后进入加时赛。加时赛
中，巴拿马队康明斯禁区内犯规，又送
给墨西哥队一个点球。瓜尔达多又一
次走上12码罚球点线并再度命中。

牙买加队淘汰美国队
与墨西哥会师金杯赛决赛

新华社华盛顿7月22日电 美国
著名短跑选手、2004 年雅典奥运会
100米金牌得主加特林曾因使用兴奋
剂而在2006年至2010年间被禁赛，而
自从解禁复出后他已经59次接受美国
反兴奋剂机构的检查。

根据美国反兴奋剂机构22日发布
的一项数据，加特林今年迄今已经接
受了9次检查，在2014年他总共接受
了15次检查，2013年 14次，2012年
13次，2011年8次。不到五年时间里，
这位美国飞人已经先后59次接受赛内
外检查。这还不包括世界反兴奋剂机
构和国际大赛举办国反兴奋剂机构进

行的检查。可以说，这位美国飞人自
从复出以后已经成为反兴奋剂圈重点

“照顾”的对象。
现年33岁的加特林是2004年雅

典奥运会男子百米冠军，2006年因被
查出使用禁药而被禁赛四年，这也让
他错过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复出
之后加特林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收
获了一枚铜牌。

本赛季，加特林状态火热，一人独
揽100米和200米的今年世界最好成
绩。在下个月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
他被看作是牙买加飞人博尔特的最大
竞争对手。

因兴奋剂前科被重点“关照”

加特林5年接受59次尿检

新华社伦敦7月22日电 英超利
物浦俱乐部22日正式宣布签下阿斯顿
维拉队前锋、比利时人本特克。据当
地媒体报道，本特克的转会费最高将
达3250万英镑，为利物浦史上身价第
二的球员。

现年24岁的本特克在上个赛季共
打入12个进球，并且帮助阿斯顿维拉
队在英超中成功保级。但在利物浦和
阿斯顿维拉达成转会协议时，本特克
和后者还有两年的合约。英国媒体报
道称，本特克和利物浦签订了一份为
期五年的合同。

利物浦此前刚刚将队中希望之星
斯特林卖给竞争对手曼城队，其转会
身价最高将达到4900万英镑，创下了
英格兰球员转会费的最高纪录。

进入英超时代以来，“红军”还没有
获得过一次英超冠军。上个赛季，他们
也一无所获，甚至没有拿到欧冠的入场
券。而本赛季“红军”加大马力，此前已
经签下了博格丹等六人。本特克是他
们今夏引入的第七位球员。

“我认为利物浦是我最好的归宿，
因为我和教练谈得非常开心。”本特克
说，“我想成为最好的，释放出最好的
自己。我来这儿是为了赢得冠军，帮
助球队取得好成绩的。”

不过，本特克暂时还不会和他的
大多数新队友见面，因为目前利物浦
正在亚洲和澳大利亚进行季前热身。
在利物浦阵中，本特克还将遇到自己
的两位老乡、比利时门将米尼奥莱和
锋线新星奥里吉。

利物浦签下前锋本特克
转会费最高将达3250万英镑

零封“黑马”李钦诚

连笑再夺名人挑战权
据新华社南昌7月23日电 第28届中国围

棋名人战挑战者23日揭晓，21岁的辽宁名将连
笑七段再胜南昌本土17岁小将李钦诚初段，从而
以2：0的总比分零封对手，连续第二年打入五番
棋的名人战总决赛。

不过，连笑能否问鼎名人，还要过陈耀烨九段
这一关。25岁的陈名人来自北京，目前是国内的
顶级好手。连笑去年首次挑战以1：3铩羽而归，
此番卷土重来，想要如愿以偿也恐非易事。

中国围棋名人战由人民日报社、中国围棋协
会、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主办。根据赛程，名人
挑战赛将在今年底进行。

墨西哥老虎队
晋级南美解放者杯决赛

新华社墨西哥城7月23日电 22日夜间，来
自墨西哥的蒙特雷老虎队在主场以3：1击败巴甲
劲旅巴西国际队，以两回合4：3的总比分闯进
2015年南美解放者杯的决赛。

在首回合比赛中，老虎队客场以1：2落败，此
番回到主场，他们在上半场就反超了总比分。6
月份刚以自由球员身份加盟老虎队的吉尼亚克在
第17分钟进球，帮助球队取得1：0的领先。第40
分钟，国际队的后卫格弗森不慎将球打进自家球
网，让老虎队将总比分反超为3：2。

下半场，老虎队的阿雷瓦罗在第56分钟再下
一城，为主队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利桑德罗·洛
佩兹在第88分钟为国际队扳回一球，但为时已
晚。最终，老虎队3：1战胜国际队，以总比分4：3
晋级2015年南美解放者杯决赛。

老虎队在决赛中的对手将是阿根廷劲旅河床
队。河床队在半决赛中以3：1的总比分淘汰了来
自巴拉圭的瓜拉尼队。决赛将于7月29日和8月
5日分两回合进行。

女排大奖赛总决赛

中国不敌巴西
7月22日，2015年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

在美国奥马哈展开。中国队在首场比赛中以1：3
不敌巴西队。图为中国队球员颜妮（左一）和刘晏
含（右一）在比赛中拦网。 新华社发

哈登获首届
球员票选MVP

新华社华盛顿7月22日电（记者李博闻）在
首届NBA球员工会评选出的MVP（最有价值球
员）奖项中，火箭当家球星哈登力压常规赛
MVP、勇士核心库里当选。

上赛季NBA官方MVP由媒体选出，当时库
里击败了哈登，哈登在票选中排在第二。这次的
球员工会MVP由NBA球员选出，哈登最终更加
获得认可。

库里被球员选为今年的“关键先生”和“最难
防守的球员”。骑士老大詹姆斯当时在常规赛
MVP票选中排在第三，这次他赢得了“你最希望
成为队友的球员”的奖项。

球员们还评选出了“你最想为他打球的教
练”，得主是马刺老帅波波维奇，而非2015年度最
佳教练、老鹰队主帅布登霍泽尔。最佳防守球员
奖则归属了快船队小乔丹，而非NBA的年度最佳
防守球员、马刺队的伦纳德。

弗洛姆和昆塔纳争环法
新华社巴黎7月22日电 经历了第二个休

赛日后，环法自行车赛22日再燃烽火，车手们骑
行迪涅莱班到普拉卢的161公里第17赛段。由
于BMC主将范加尔德伦中途因病退赛，两度环
法冠军康塔多落后较多，本赛段过后，环法呈现弗
洛姆与昆塔纳双雄争冠的局面。

这是进入阿尔卑斯山区以来首个难度较大的
高山赛段，全程五个爬坡点，终点便设在161公里
处的第二个二级爬坡点。车手们从迪涅莱班出发
后，先在40公里处和67公里处遭遇两个三级爬
坡点，接着是96公里处的二级爬坡点和139公里
处的一级爬坡点，以及二者之间、设于111公里处
的途中冲刺点。而从一级爬坡点到终点前有一段
陡峭下坡，环法史上以险恶著称。

争冠组的弗洛姆和昆塔纳同时抵达终点，前
者的总成绩领先后者3分10秒，稳居车手总排名
榜首。而五年前因兴奋剂问题被剥夺了三个环法
总冠军头衔中的一个的康塔多则在2分多钟后才
完成比赛，虽然仍在完赛的163名车手中排第五，
但与弗洛姆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大到6分4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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