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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协设置工资帽 中超每轮都有洋哨
据《人民日报》报道，针对球

员工资虚高的问题，足协将在相
关政策上做出调整，设置球员

“工资帽”。此外，中超联赛下赛
季开始每轮都将有外籍裁判执
法，全部使用视频助理裁判，足
协还将在下赛季尝试培养3-5名
职业裁判。

数据显示：中超俱乐部的总
成本费用中，人工成本(教练、球
员、工作人员 )的消耗最大，占
67%。相比之下，英超的人工成本
是58%，日本J联赛是45%，而德甲
最低，只有42%。

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表示，
针对球员工资虚高问题，下一步
足协要引导各俱乐部走向理性
化，在相关政策上也会有所调
整，比如设置球员“工资帽”。

中国职业联赛正处于史无
前例的黄金期，社会关注度不断
提高，俱乐部的投资热情与日俱
增，但如何让联赛在保持快速发
展的同时进入良性运转的轨道，
应该引起中国足球人的重视与
思考。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赛季，
中国足协开出的罚单又超过了
百张。对此，杜兆才表示：“中国

职业联赛只有24年，还有很多不
足的地方，但加大处罚力度这一
点不会变。”

据了解，中超联赛下赛季将
尝试国际裁判常态化，即每轮都
有外籍裁判来执法中超。此外，
下赛季中超将全部使用视频裁
判，中甲全部使用底线裁判。“这
个费用实际上不太高，俱乐部也
很欢迎，大家都希望有更公平的
竞赛环境。”杜兆才说。此外，中
国足协还有意培养职业裁判，在
下赛季会先尝试培养3-5名职业
裁判。 综合

12 月 18 日，鲁能与中甲球
队梅州客家队进行了一场热身
赛，以检验第一阶段的冬训效
果。鲁能泰山队为期两周的第一
阶段广州冬训于 12 月 19 日结
束，按照计划，球队第二阶段冬
训将于 2018 年 1 月 4 日开始，1
月 7 日赴广州进行为期 20 天的
集训。第三阶段冬训将是 15 天
的海外集训。

本阶段在广州的拉练为鲁
能第一阶段冬训，参加的球员多
为 1994 年以后出生的年轻球员。
本阶段拉练有一项重要任务那
就是“选拔”，从目前消息来看，
至少有一半球员会离开。

有人提出疑问，一场热身赛

就决定去留是否太武断。事实并
非如此，针对年轻人的去留，球
队早已进行考察和筛选，热身赛
只是一个表现的机会，去留还是
综合整个冬训的表现和位置等
因素。

其实，离开未必是坏事，有
比赛踢才是好事。近期，鲁能
1997 年龄段的球员武晓博就在
河南建业试训。之前，1997 年的
陶洪亮已经转会挪超，并且在挪
超联赛得到登场机会。如今，鲁
能的年轻球员储备丰富，肯定会
有一大部分球员无法踢上比赛。
在这种情况下，租借或者转会离
开是好事。

参考上赛季姚均晟、陈科

睿、柏天赐等人在中甲的表现，
如果有年轻人在这个冬天离开，
对他们来说，是新的机会。

对于李霄鹏和法比奥来说，
他们也需要一个磨合的时间，这
次热身赛之所以让法比奥带队
备战，也是李霄鹏对法比奥的一
次了解。未来，全新的鲁能教练
团队还需要时间去磨合，李霄鹏
作为主教练要做更多工作，法比
奥作为助理教练也要逐渐融入
球队，对球员有更多的了解。一
切都才刚开始，未来鲁能还有两
个阶段的冬训，距离下赛季开赛
还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全新的鲁
能，还在路上。

综合

圣保罗买断尤西雷

转会费仅120万欧元
北京时间12月18日，巴西

圣保罗足球俱乐部官方宣布，
从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
买断巴西球员尤西雷，双方签
订了一份为期四年的合同。据
悉，圣保罗将向鲁能支付120万
欧元的转会费。

鲁能以720万欧元从阿布
扎比半岛引进尤西雷，不仅认
可他的能力，而且看重他的亚
外身份，因为尤西雷持有巴勒
斯坦护照。2017赛季，中国足协
对外援采取新政，因此尤西雷
在无亚冠任务的鲁能阵中变
得可有可无。

今年2月12日下午，鲁能将
尤西雷租借至巴甲圣保罗，租
期一年。尤西雷也多次表达了
想留在圣保罗的意愿，最终圣
保罗决定买断尤西雷的合同，
双方签约四年，合同到2021年
12月31日。 腾讯

中超让路世界杯

下赛季停歇55天

12 月 22 日，中国足协将
在武汉召开联赛工作会议，其
间将向各俱乐部公布 2018 赛
季联赛与各级国家队赛历以
及联赛新政。按计划，2018 赛
季中超联赛前 11 轮角逐结束
后，中超联赛将从 5 月 21 日起
暂停，直到 7 月 15 日重燃战
火，间歇期长达 55 天，创下国
内顶级职业联赛之最。足协如
此安排既是为俄罗斯世界杯
让路，也是要体现对国际足联
规则、职业规律和球迷利益的
尊重。

赛程显示，明年中超联赛
进行 3 轮之后，将于 3 月 18 日
后暂停，配合国足参加“中国
杯”赛。资料显示，中超联赛此
前最长停歇期为 2014 赛季的
53 天。再往前 2010 赛季中超
与 2006 赛季中超分别曾为南
非世界杯和德国世界杯停歇
过 44 天和 46 天，因此明年中
超将刷新夏歇期最长纪录。

网易

张修维年龄造假？

足协正进行调查

近日，天津权健球员张修
维醉驾案宣判。由于判决书中
证实张修维曾用名张吉轩，于
是在网络间引发了其涉嫌年
龄造假的议论。

近日天津市和平区人民
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后，网友
发现，判决书中内容证实了张
修维“曾用名为张吉轩”，出生
日期为 1996 年 3 月 13 日。而
根据此前网上呈现的一些资
料，张吉轩的出生年月为 1994
年 3 月 13 日。在网络流传的一
份成都市学校足球甲级联赛
报名名单中，张吉轩的填报资
料是 1994 年出生。

针对网上对张修维涉嫌
年龄造假的质疑，天津权健俱
乐部负责对外宣传的工作人
员表示：“未经俱乐部授权无
法回答与此相关的问题。”中
国足协方面则表示，已经注意
到相关新闻，目前正在收集证
据并进行相应调查。 综合

2018中国杯赛程：

国足首战威尔士
贝尔或来华参赛

12月17日下午，2018年中国
杯国际足球锦标赛赛程确定。明
年3月22日，国足将在揭幕战中
对阵威尔士，随后乌拉圭与捷克
交手，3、4名决赛和冠亚军决赛
将于3月26日进行。

首届中国杯比赛邀请了克
罗地亚、冰岛、智利三队来华参
赛，第2届中国杯参赛队伍实力
也相当强劲，包括威尔士、捷克、
乌拉圭。在揭幕战中，国足将迎
战威尔士。届时，贝尔、拉姆塞等
球星有望来华参赛。

在国足与威尔士比赛之后，
乌拉圭将与捷克相互厮杀。乌拉
圭拿到明年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因此将以最强阵容来华参赛，届
时中国球迷将近距离看到苏亚
雷斯、卡瓦尼等球星的风采。在
两场半决赛后，3月26日将先后
进行3、4名决赛和冠亚军决赛。

网易
2018年中国杯赛程：

3月22日中国VS威尔士
3月23日乌拉圭VS捷克

3月26日15：35三四名决赛
3月26日19：35冠亚军决赛

软实力硬起来

在这个由世界杯亚洲区预
选赛12强赛贯穿起来的年度，终
结“逢韩不胜”纪录的狂喜、补时
被叙利亚队绝杀的悔恨、两连胜
收官却最终无缘附加赛留下的
失落与希望，一幕幕“悲喜剧”次
第 上 演 ，共 同 构 成 了 国 足 的

“2017季”。
自去年10月接过中国队教

鞭之后，这位意大利名帅尽展
“银狐”本色。虽然高人一筹的战
术是里皮的看家本领，但他的到
来率先提升的则是队员们的“软
实力”。

“首先我需要帮助中国球员
提升他们的自信心。”就任中国

队主帅当天，里皮开出的“药方”
并不是球员技战术方面的短板。
解决自己发现的问题，里皮的方
法是给予队员“世界名帅的鼓
励”。包括尹鸿博、曾诚等众多新
老国脚均表示，里皮在训练中始
终在鼓励队员，帮助大家提升自
信心。

国足球员收获信心，在场上
的表现便是开始更多地争取控
制权与主动权，从“如何限制对
手”变为“如何发挥自身特点”，
在面对实力相当甚至强于自己
的对手时，国足敢于主动变阵来
争夺主导权。与以往相比，国足
主动寻求传球配合以及带球、过
人的尝试均有所提升。与其说是
里皮的到来提升了国脚的球技，

不如说是里皮赋予了他们施展
球技的信心与勇气。

新生代在路上

转眼间2017年已临近尾声，
在中国杯中迎来自己国家队首
秀的几名球员中，高准翼已经代
表国家队连续在东亚四强赛中
首发出战，尹鸿博和邓涵文等球
员已经在12强赛中登场，后者更
是在同菲律宾队的友谊赛中攻
入一球。而在12强赛进行的过程
中，中国队的新老交替也在悄然
进行。

对需要带领国足征战2019年
阿联酋亚洲杯的里皮来说，球队
的年轻化已经提上日程。不只是
何超，在中国队参加的3场东亚

四强赛中，共有13个首发席位留
给了23岁以下球员，其中不乏高
准翼、何超等占据中轴线关键位
置的球员。而在国足总共攻入的
4个球中，有两个来自属于U23(23
岁以下)的韦世豪，同为U23小将
的杨立瑜也奉上了一次助攻。

本赛季的中超联赛开始前，
中国足协发布新政，规定了每队
必须在首发阵容中派出至少一
名 U23 球员，虽然新政本身及其
引发的连锁反应曾饱受争议，但
客观来看这对年轻队员的成长
起到了一定的锻炼作用。明年年
初的U23亚洲杯决赛阶段比赛将
在江苏举行，届时中国年轻球员
的整体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检验。

综合

日日本本东东京京的的味味之之素素球球场场，，1122月月1166日日见见证证了了中中国国
男男足足国国家家队队在在22001177年年的的最最后后一一场场比比赛赛。。对对阵阵朝朝鲜鲜队队，，
一一场场11∶∶11的的平平局局，，使使得得国国足足锁锁定定了了本本届届东东亚亚四四强强赛赛
的的季季军军，，也也让让国国足足全全年年的的战战绩绩定定格格为为44胜胜44平平55负负。。

国足2017年回顾：

里皮令球队自信 新政促U23成长

鲁能首阶段冬训结束 半数球员或将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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