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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冠球队受新政影响

从2011赛季以升班马姿态
夺取联赛冠军以来，恒大已经连
续七年拿到了中超冠军；而从
2015赛季收购东亚俱乐部开始，
上港最近三年成为恒大最大的
挑战者，两支球队成为中超竞争
力的代表。从世界杯前亚冠、中
超和足协杯三线赛事结果来看，
恒大和上港两家俱乐部的优势，
并没有想象中大。

过去这一年半时间，中国足
协多次修改联赛政策，其中主要
条款就是内外援引进投入限制、
外援人数限制和U23球员使用规
则。新政看上去对16家中超球队
完全平等，但其中关键条款对亚
冠参赛球队影响很大。

恒大0：2不敌北京人和。引
援奢侈税的设定，让豪门球队引
进大牌外援成本增大，因此恒大
冬窗选择了放弃奥巴梅扬和纳
英戈兰两位世界级大牌，上港原
本也希望在去年夏窗签下一位
世界级前锋，但最终权衡之下还
是选择了放弃。

从本赛季开始，外援同时注

册人数从5人缩减为4人，取消了
亚洲外援名额，对于亚冠参赛球
队来说就面临两难选择，选择亚
外意味着联赛吃亏，放弃亚外在
亚冠中实力又会受损。申花最终
只在亚冠中注册了三名外援，结
果小组赛遗憾出局。申花对此也
很无奈，对于实力并不雄厚的队
伍来说，如果让韩国后卫金基熙
踢亚冠，球队中超中的竞争力就
会严重下降，俱乐部不敢冒险。
至少从投资和U23球员角度来
说，天津权健成为中超亚冠独苗
并不意外。权健交了奢侈税引进
了莫德斯特，而国安也缴纳奢侈
税引进了巴坎布和比埃拉，这两
人极大提升了球队的战斗力。

群雄逐鹿，谁能问鼎？

从积分榜情况来看，上港和

鲁能拿到23分并列第一，国安积
22分，苏宁和恒大两支球队分别
拿到19分和18分，上述五支球队
都有争夺冠军的实力。而富力和
申花都是17分，争冠虽然可能
性不大，但只要发挥出色，这两
支球队也算是亚冠席位有利争
夺者。

过去这几年时间，中超联赛
冠军被恒大垄断，部分赛季恒大
领先优势多达十几分，苏宁和上
港则在零星几个赛季中扮演着
恒大挑战者的角色，但像本赛季
一样多支球队集体冲击冠军的
态势，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

上一次还要追溯到9年前的
2009赛季，当时联赛最后一轮比
赛前，国安、亚泰和建业三支球
队都有夺冠可能性，最终国安拿
到了俱乐部历史的第一个冠军，
那个赛季中超前六名球队积分

差距只有6分，是争冠集团最庞
大的一年。

从本赛季情况来看，恒大和
上港都已经扔掉了亚冠这个包
袱，全身心投入国内赛场。恒大
董事局主席许家印通过换外援
和调整内援的举措，展现了恒大
依旧要竞争冠军的信心。上港则
迎来宝贵的调整期，球队可以在
40多天的休战期恢复体能、重新
磨合技战术。

苏宁、国安和鲁能也都有机
会，这种群雄逐鹿的格局对于中
超势必会起到积极的效应，就像
苏宁主帅奥拉罗尤在输给上港
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的那样：

“现在中超第一集团有很多球
队，这让中超水平都提高很多，
各个队实力也都很接近。这对中
国足球来说应该是好事。”

综合

池忠国转会费近亿？
国安或被扣6个积分

5月22日，根据《东方体育日
报》的消息，就池忠国引发的申
鑫与富德、国安3家俱乐部之间
的仲裁即将第二次开庭。《东方
体育日报》的报道称，池忠国的
转会费近亿，如果国安逃避调节
费成为事实，将被扣除联赛积
分。

围绕这桩纠纷最关键的一
点，就是池忠国从延边转会国安
的转会费到底是多少。池忠国
2016年从申鑫返回延边时，申鑫
本着从球员的角度出发，当时的
转会费远低于市场价格。不过为
了弥补自身损失，双方在合同中
签订了回购条款和二次转会分
成，如果池忠国从延边转投其他
俱乐部，申鑫将获得30%的分成。

上赛季延边降级后，池忠国
最终加盟了国安，不过足协的规
定是本土球员转会费不得超过
2000万人民币，而足协公示的球
员名单中，也认定池忠国的转会
费未超标。但延边媒体曾经报
道，池忠国的转会费高达上亿，

《东方体育日报》的消息也称，申
鑫高层曾找到池忠国本人询问，
池忠国亲口承认转会费远超2000
万人民币，知情人士也透露，池
忠国实际的转会费近亿。

一旦国安被查实逃避调节
费，扣除6个联赛积分，对于御林
军争冠，或者争夺亚冠资格来
说，前景相当不妙。

综合

休赛期引进强力中场

鲁能报价哈姆西克？

2018赛季中超第一阶
段比赛后，业内预期的恒
大和上港争霸的格局并未
出现，而上港、鲁能和国安
三强彼此只差1分，身后的
苏宁也依然有追赶机会。
中超争冠集团呈现群雄逐
鹿的趋势，这一份激烈还
要“感谢”中超新政。

上港成国脚第一大户

里皮点赞 U23 黄紫昌！
5月22日，中国男足国家队

在南京的江宁展开集训。一共
有25名球员参加本次集训，他
们将在5月26日和6月2日分别在
主场和客场与缅甸队和泰国队
进行两场热身赛。

里皮这次原本征调了24名
球员参加集训，这也被看作是
启动明年亚洲杯的备战。从人
员结构上看，很多在联赛中状
态不佳的球员这次都被排除在
集训名单之外，其中“恒大帮”
只剩下4人，被有6人入选的“上

港帮”取代了在国足的第一大
户角色。5月21日，“恒大帮”在
国足再减1人——— 曾诚因膝伤
没有恢复。中国足协抽调了天
津权健的张鹭顶替曾诚。

另外，足协还临时增加了
国安的后卫于洋加入集训。里
皮表示：“在近期的联赛中，年
轻球员的表现越来越出色，希
望给他们更多的机会，让他们
积累国际比赛的经验。”对于联
赛中表现抢眼的黄紫昌，里皮
也给予了高度评价：“黄紫昌在

联赛中的表现引起了我极大的
兴趣，这名球员技术能力非常
出色，速度很快，进攻欲望强
烈，有破门的激情。” 综合

国足热身赛赛程

中国 VS 缅甸
地点：江苏南京
5月26日19:35

PPTV

泰国 VS 中国
地点：泰国曼谷
6月2日19:30

P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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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印怒了
恒大全体下放

足协杯出局、亚冠出局、联
赛仅排第5，许家印终于发怒
了。根据许家印的指示，俱乐部
推出加强球队管理的重磅措
施：球队大幅缩短间歇期的休
假时间，6月初重新集结；球队7
月上旬拉练归国后，全队进入
全面封闭管理。

球队在封闭期间，7月中下
旬中超重新开赛前三天，一线
队全体球员统统调整到预备队
训练，主教练根据球员在间歇
期和封闭期的训练态度、竞技
状态、拼搏精神、求胜欲望等多
项指标，重新选拔符合比赛要
求、状态出色的球员参加比赛。
这意味着恒大一线队球员将面
临残酷的优胜劣汰，须有强烈
的求战欲望和血拼的拼搏狼
性，才能有机会上场，否则只能
留在预备队训练。 综合

中超12名外援
入围世界杯名单

截止到5月22日，一共有12
名中超外援入选了各自国家队
的初选名单或正式名单，预计
其中至少有8人将征战世界杯，
人数超过了上届巴西世界杯。

5月21日晚，比利时队公布
了俄罗斯世界杯的28人初选名
单，在中超效力的大连一方外
援卡拉斯科和天津权健维特塞
尔顺利入围。前者是比利时队
主要的轮换球员，后者则是比
利时国家队的绝对主力，两人
最终双双入选23人正选名单不
存在太多的疑问。此前，一方队
外援丰特已确认进入征战世界
杯葡萄牙队的23人正选名单，
而奥古斯托（国安/巴西）、莫雷
诺（申花/哥伦比亚）、马斯切拉
诺（华夏幸福/阿根廷）、伊哈洛

（亚泰/尼日利亚）、米克尔（泰
达/尼日利亚）、金英权（恒大/
韩国）、权敬源（权健/韩国）、古
德利（恒大/塞尔维亚）、托西奇

（富力/塞尔维亚）都已经顺利
入选了各自国家队的大名单或
者初选名单。

2014年巴西世界杯，共有6
名在中国联赛效力的外援参加
了世界杯。4年后的俄罗斯世界
杯，中超刷新这个纪录已成定
局，至少将有8名球员会随队出
征世界杯。 综合

郑智即将达成百场
足协备好纪念球衣

38岁的郑智自去年世预赛
12强赛结束后，首次回到国家
队，他的归队与其他部分老将
缺席形成鲜明对比。到目前为
止，郑智已经为国家队出场98
场，如果能顺利参加本月26日、6
月2日与缅甸队、泰国队的热身
赛，郑智将进入“国家队百场荣
誉殿堂”。而就国足整体发展而
言，郑智留队的意义更为重大。
里皮说：“我认为，郑智在国家队
的效力场次应该会超过100场。
他最重要之处是给这个团队的
所有人带来榜样的力量。”

据了解，足协此次已提前
备好用于纪念郑智百场国家队
纪录的特制球衣。从里皮的表态
不难判断，郑智至少到明年亚洲
杯结束前，仍将是这支球队的战
术核心和精神领袖。 综合

客场2：1逆转绝杀泰达，鲁
能继续和上港并列积分榜榜
首。不过，李霄鹏对于全队的发
挥并不满意，赛后更是直言这
场踢得太差。这不是谦虚，而是
事实。间歇期后，鲁能想要守住
榜首的位置必须要做出改变，
包括球员的配置。

这个间歇期，鲁能并没有
放松的理由，因为从客战泰达
的比赛可以清楚看到鲁能的不
足。李霄鹏赛后也承认，这场球
赢得很侥幸：“我们队员通过这

段时间的比赛应该清醒的认识
到，欠缺的还很多，要加倍的努
力，把欠缺的东西补上。”

欠缺的东西是什么，李霄
鹏很清楚，这也是鲁能间歇期
调整的关键。在U23球员方面，
李霄鹏明确表态会做调整，更
多1997到1999年的球员会进入
一线队。

外援方面，外界关于引进
强力中场外援的呼声依然很
高，但是鲁能现阶段的四名外
援相对稳定，佩莱、塔尔德利和

吉尔是绝对主力，西塞扮演第
四外援的角色。如果引进强力
中场的话，那意味着现有的三
位主力会有人被换下，这是一
个更难的选择题。难题留给李
霄鹏，这对鲁能下半赛季的征
程会有直接的影响。

近日，据《Napoli24》等意大
利媒体报道，山东鲁能报价3500
万欧元求购意甲劲旅那不勒斯
中场大将哈姆西克，而且给他
开出 1300 万欧元的年薪。

如果鲁能能够签下哈姆西
克，有可能会放走机会不多的
西塞，球队的中场攻击力会大
大提高。

综合

中中超超第第一一阶阶段段观观察察：：

新新政政缩缩小小球球队队差差距距
恒恒大大上上港港优优势势不不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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