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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马转会西甲
苏宁净赚 700 万

近日，苏宁俱乐部官方宣
布球队前锋 R 马正式转会西
甲比利亚雷亚尔，据了解，R
马的转会费为 1500 万欧元。

苏宁俱乐部相关人士认
为苏宁球员能够加盟欧洲顶
级俱乐部，不仅能够给予球员
更大的发展平台，也体现了中
超联赛和中国足球的影响力
在不断扩大，中超球员也能登
上欧洲足球舞台，同时还能更
好的刺激中国球员努力表现，
将来前往欧洲踢球，苏宁也十
分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中超球
员能够加盟欧洲球队。

据了解，此次 R 马的转会
费为 1500 万欧，相比他加盟
苏宁时的 800 万欧元，将近翻
了一番。在中超效力 2 年，能
达到 1500 万欧的转会费，一
方面体现了 R 马的实力，另一
方面也展现了苏宁俱乐部的
眼光。 网易

国安签韦世豪大赚
联合补偿鲁能小赚

北京时间 1 月 7 日，北京
国安官方宣布了球员韦世豪
的加盟。国安能拿下这位当红
U23 前锋绝对是一笔划得来
的签约，然而韦世豪在 U23 亚
洲杯上的惊艳表现使得国安
大赚特赚。而根据国际足联和
中国足协关于球员转会管理
的相关规定，北京国安在支付
转会费的同时，有可能还需要
额外补给葡甲莱雄伊什一笔
青训费用。此外，山东鲁能也
包含在联合补偿机制内，按规
定理应收到一笔补偿款。

韦世豪自2005年加盟鲁能
足校，在2013年离开，也就是说
他10-18岁都在鲁能度过，按照
规定将可以获得转会费的2 . 5%
的补偿。但中国俱乐部很少有
主动缴纳这笔款项的，作为青
训大户的鲁能也是苦不堪言，
截止到2017年4月，鲁能足校都
没有收到过一笔“联合补偿
款”。随着“联合补偿机制”也
在进一步落实，北京国安方面
也表态称，将严格执行中国足
协的相关规定。 综合

恒大曼联争夺贝尔
皇马开价 8500 英镑

据英国著名媒体《镜报》
报道，恒大队有意签下皇家马
德里队的威尔士球星贝尔，而
皇马面对恒大队的求购则开
出了 8500 万英镑的要价。

《镜报》写道，中国最富有
的俱乐部，联赛冠军广州恒大
队非常渴望签下皇马边锋贝
尔，而且恒大队有意满足皇马
8500 万英镑的要价。贝尔的伤
病情况不会成为恒大队追求
他的阻碍，目前恒大队的主教
练是意大利传奇人物卡纳瓦
罗。广州恒大队目前非常渴望
签下一名大牌球员，而贝尔则
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同时贝尔也一直是英超
豪门曼联队的心仪人选，但是
贝尔的伤病情况让曼联俱乐
部比较担忧，而皇马的 8500
万英镑要价也让曼联队感到
为难。恒大有机会在这次转会
中击败英超豪门曼联队。综合

近日，奥巴梅扬的转会闹剧，让平静的
中超转会窗瞬间热闹起来。尽管足协多条
新政的出台，一度被认为可能让转会窗趋
于冷清，不过新政却无法阻止各队的豪购。
但要交奢侈税？中超所有球队都在紧盯着

“御林军”北京国安！

中超豪购仍然暗流涌动

随着U23球员政策的升级，
2018赛季的冬窗未开打，U23球
员的身价就已经被炒到过亿，
只不过国内球员的交易中可以

“以物易物”，足协仍然难以见
到奢侈税。唯有在外援方面，各
队“钻空子”的空间不是太大，
很可能让足协尝尝鲜。而各队
的豪购，也让足协看到了“希
望”，无论是国安的巴坎布，还
是国安和恒大“争抢”的奥巴梅
扬，此外还有恒大相中的比利
时国脚纳因戈兰，都达到了交
奢侈税的标准。

于是，在广州恒大和北京国
安引援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他
们各自收到了中国足协发来的
函件，询问是否真的高价签下了
外界传言的奥巴梅杨、巴坎布等
外援。广州恒大回信称没有签奥
巴梅杨，北京国安也将给出合理
的答复。在足协的严格监督下，
没有一支球队希望自己的引援
被放到明面上来。

小马哥亲承来华
为世界杯签短约

据阿根廷媒体clarin消息
称，现效力于西甲豪门巴塞罗
那的阿根廷国脚马斯切拉诺已
经亲口证实了自己即将前往中
超联赛效力，而他的下一站正
是此前被媒体大肆报道的河北
华夏幸福。

毫无疑问能够促使马斯切
拉诺放弃留在巴塞罗那而前往
中超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不想
错过在今年夏天进行的世界
杯，毕竟对于即将年满34岁的
小马哥来说，前往俄罗斯应该
就是他职业生涯最后一次以球
员身份参加世界杯的机会了。

对此阿根廷媒体也坦言中
超联赛的水准和西甲联赛相比
相去甚远，但对于已经进入职
业生涯尾声的马斯切拉诺来
说，能够获得充裕的出场比赛
时间显然更为重要，毕竟这将
有助于他入选阿根廷国家队征
战俄罗斯世界杯的大名单。与
此同时该媒体还透露说，马斯
切拉诺或许只会在中超联赛效
力几个月的时间，至于世界杯
后的情况目前尚无定论。

搜狐

鲁能“支援”中乙新军 11名U23竞争上岗

国安或“尝鲜”奢侈税

西甲比利亚雷亚尔的主帅
宣布巴坎布离队，西班牙媒体透
露转会费为4000万欧，而巴坎布
本人也亲口表示，自己即将前往
中国。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巴坎
布成为国安一员只是时间问题。
力帆的费尔南迪尼奥是以自由
身来投，足协无法收取奢侈税。
而巴坎布的身价远超红线标准，

更为关键的是，巴坎布是最先被
各种花式官宣确定成为国安一
员的球员。

一旦巴坎布加盟国安的消
息被坐实，那么国安很可能成为
第一个“试水”足协引援调解费
的球队，而这一操作也将成为了
其他球队引援的参考。

无论国安官不官宣，御林
军如何操作都是模板，因为巴
坎布无法像天津权健引进莫德

斯特那样以“先租后买”的方式
购入。

此外，已经被花式官宣将身
披御林军 7 号战袍的韦世豪，由
于是与葡萄牙俱乐部交易，韦世
豪过亿的身价也无法逃过足协
的监管。这两笔转会，国安如何
避税，或者如实缴纳奢侈税，都
让 后 来 者 有 个“ 学 习 ”的 对
象——— 你交我也交；你不交我也
不交。

奥巴梅扬来华仍存变数

近日，北京国安高层主动对
外爆料并谴责广州恒大截胡奥巴
梅扬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自然
吸引了中国足协的目光。足协发
函向两家俱乐部询问情况。广州
恒大反应迅速，在最短的时间内
发出了一份公告，表示实际情况
与传闻不符。

广州恒大声称：近日，有关我
俱乐部“以严重超出中国足协设
置的引援调节费标准的费用，引

进正在参加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的
球员”的报道，纯属子虚乌有。相关
德甲俱乐部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
时已予以明确否认。我俱乐部将
一如既往地严格按照中国足协的
相关规定办理球员转会。

恒大的辟谣虽然很及时，但
字里行间里却包含了很多信息。
恒大只是否认以严重超出中国足
协设置的引援调节费标准引进正
在踢德甲的球员，但没有否认他
们试图签下奥巴梅扬。有经纪人
证实，恒大确实联系了奥巴梅扬

的经纪人。
据了解，即便奥巴梅扬加盟

恒大，也是在本赛季德甲联赛结
束之后，而且转会也不一定是以
直接掏出高额转会费的形式买过
来。只不过因为消息突然被意外
爆出且不断发酵，中国足协已经
紧盯此事，这也给恒大引进奥巴
梅扬的进程带来了一定的变数。

据了解，恒大的外援阵容在
冬窗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不
排除引进一名中场球员，中场中路
是恒大目前阵容里的短板。综合

足足协协新新政政难难阻阻冬冬窗窗砸砸钱钱

中中超超球球队队““紧紧盯盯””北北京京国国安安

山东鲁能目前正在主帅李
霄鹏的带领下在广州冬训，球队
教练班底已经搭建完毕，技术总
监是郝伟，助理教练则是法比
奥、胡宇和李刚，守门员教练则
是卢卡斯和王军。不少山东球迷
感叹，为何不见上赛季助教侯志
强的身影？原来，他极有可能前
往家乡淄博担任中乙新军星期
天主帅。

这支中乙新军也是备受淄
博甚至山东球迷的期待，此番与
侯志强一同加盟淄博星期天的
还有昔日马加特的翻译赵鹏，他
将出任淄博星期天领队。当然，

淄博星期天未来或有可能更名
为淄博起源地队，目前只是有这
一设想，各方角力还在进行。

客观地说，淄博星期天足球
俱乐部，在淄博甚至鲁中地区老
一代球迷心目中地位极高，1982
年开始他们正式注册了星期天
俱乐部这个名号，开始了每周的
规律训练。

山东鲁能方面本次前往广州
集训的共有32人，包括7名1995年
龄段及以后出生的球员。在老队
员中，去年跟队进行第一阶段集
训的崔鹏继续跟队前往广州，身
处转会风波中的戴琳在事情还没

有最终确定的情况下，也将跟队
前往广州进行正常训练；而四名
外援吉尔、佩莱、塔尔德利和西塞
也已经全部归队，他们也已经随
队一起前往广州参加集训。

本次广州集训与第一阶段集
训相比，年轻球员本次变化较大，
有6名球员将不再参加这次广州
集训。但是广州集训队伍依旧有
刘军帅、郭田雨等7名U23球员，再
加上参加U23亚洲杯的姚均晟、刘
洋、李海龙和即将回归的高准翼，
新赛季鲁能将会有11名U23球员
通过竞争赢得联赛的出场机会。

综合

权健疯狂求购中卫 或引发连锁转会
在正式向鲁能报价戴琳之

后，天津权健并没有就此收手。
据悉，上海申花中卫李建滨也是
权健正在接触的目标人物，甚至
还包括上海上港中卫石柯。

权健疯狂求购中卫，已经成
为今冬转会市场上尽人皆知的
秘密，能否签下一名合格的中卫
内援对于权健而言事关重大。权

健此番求购李建滨，同样开出了
一个诚意十足的报价。不仅可以
让申花俱乐部赚得盆满钵满，个
人待遇方面，同样也可以让李建
滨在一年之内赚到在申花一个
合同期内的薪水。

有消息称，申花已经盯上了
恒大中卫梅方，因此，一旦权健
成功引进李建滨，转会市场上或

许会因此引发一连串更大规模
的交易。除了申花的李建滨之
外，上海上港队的石柯也进入到
了权健队的引援视野，包括边后
卫傅欢也曾与权健高层洽谈过
转会的可能。不过，眼下还没有
实质性的进展。距离1月15日亚
冠附加赛报名日期越来越近，留
给权健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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