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

体育

2018年1月13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储君

电话：89880090

马斯切
拉诺即
将
转会费
未超过“ 转会华夏幸福
引援调
节费”标
准

U23亚洲杯输球又折将

华夏买“
马”
精打细
算！

中国队出线有点悬
在昨天下午进行的2018年U23亚洲杯小组赛第
二轮比赛中， 中国队0比1不敌乌兹比克斯坦队，球
队后防核心刘奕鸣因伤退场。 输球又折将的中国队
下一场将要面对实力强劲的卡塔尔队，前景黯淡。
本场比赛第14分钟， 中国队在乱战中城门失
守，被对手一球领先。 下半场，中国队虽然压着对手
猛攻，但未能取得进球，最终0比1落败。 目前，中、乌
两队在小组赛中均是1胜1负积3分， 但中国队因胜
负关系排在乌兹比克斯坦队之后。 最后一轮小组
赛，中国队的对手是实力不俗的卡塔尔队，乌兹比
克斯坦队的对手则是之前完败给中国队的阿曼队。
因此，中国队即使击败卡塔尔队也有被乌兹比克斯
坦挤出局的可能。
从目前的对阵情况来看，中、卡、乌三队在整体
实力上不相上下。 中国队中有韦世豪这样的核心球
员，卡塔尔队中也有阿菲夫、莫埃兹这样的悍将。 因
此，下一场比赛将成为双方志在必得的“生死战”。
因伤退赛的刘奕鸣目前伤情不明，能否及时恢复还
是未知数，因此，下场比赛中国队的阵容变化也值
得关注。
（综合）

京时间1月11日， 西甲豪门巴塞罗那官方宣布签下哥伦比亚
国脚中卫米纳。 有人来了，自然就得有人走了——
—据相关媒
体报道，离开诺坎普的将是阿根廷国脚马斯切拉诺，中超俱
乐部河北华夏幸福已经跟巴萨就马斯切拉诺的转会达成了一致。

北

马斯切拉诺加盟中超的传闻已
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有西班牙媒体报
道称，马斯切拉诺曾向巴萨队友保利
尼奥询问中超的踢球环境。 最近又有
马斯切拉诺主动与阿根廷国家队主
教练桑保利沟通自己去中超踢球一
事的传闻。 如今，传闻即将成为事实，
“小马哥” 将在河北华夏幸福俱乐部
与拉维奇成为队友。
据报道，华夏幸福经过艰苦的谈
判，把马斯切拉诺的转会费压到了一
个很低的价格 （低于579万欧元），刚
好不超过中国足协设定的引援调节
费收取标准。 中国足协规定，对于亏
损的中超俱乐部，在2018冬季窗口引
援超过4500万元人民币 (按当前汇率
约为579万欧元)就要缴纳同等额度的
“引援调节费”。
华夏幸福向来没有用天价转会
费引援的传统，当初从巴黎圣日耳曼
签下拉维奇， 也只花费了不到600万
欧元的转会费。 巴萨低价放行马斯切
拉诺，一方面符合欧洲市场对马斯切
拉诺的估值，另一方面，巴萨对功勋
老将向来周到。

马斯切拉诺曾效力于阿根廷河
床、巴西科林蒂安、英超利物浦和西
甲巴塞罗那等豪门，也是近几年阿根
廷国家队的绝对大佬。 2010年夏天加
盟巴萨后，马斯切拉诺从世界上最好
的后腰之一转型成为一名中后卫。
最近一个赛季，年满33岁的马斯
切拉诺在巴萨淡出了主力阵容，
2017-2018 赛 季 至 今 为 巴 萨 出 场 15
次，其中西甲12场，欧冠3次。 这也是
巴萨愿意放他离队的原因之一。 不过
以阿根廷副队长的水准，踢中超毫无
压力。 他跟桑保利沟通的内容，就包
括他可以在中超获得更多出场时间，
为世界杯决赛圈保持好状态。
据悉，华夏幸福之所以看中马斯
切拉诺，一方面是主教练佩莱格里尼
对这位河床旧将很欣赏； 另一方面，
华夏也看中了他的精神属性，小马哥
是一个能够在场上提升球队士气的
球员，阿根廷球迷或许感触尤其深。
昨天凌晨，西班牙国王杯八分之
一决赛次回合，很有可能是小马哥以
巴萨队员身份经历的最后一战。
（南体）

嫌对方贪玩耽误做饭

日游泳名将
殴打队友被开除
继“下药门”之后日本体坛昨日再曝丑闻——
—
该国游泳名将小关也朱笃因殴打队友被国家队除
名并遭遇减薪处分。
据了解， 事件发生在去年11月西班牙集训期
间，小关也朱笃与同为国家队的某男运动员发生口
角并大大出手，原因是该队友因贪玩足球导致做饭
迟到，这让与他搭档帮厨的小关极为不满，小关也
朱笃狠狠地打了队友腹部和下颚。 尽管队友的身体
并无大碍，但小关也朱笃依然遭到了被国家队除名
和被俱乐部减薪的处分。
据悉，小关也朱笃是近几年日本涌现的又一位
蛙泳天才， 他也被看作是“北岛康介接班人”。 在
2017年国际泳联短池世界杯东京站比赛中，小关也
朱笃以26秒06获得男子50米蛙泳冠军，并创造了亚
洲纪录。 2016年里约奥运会，小关取得了男子200米
蛙泳第五名，他也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男子蛙泳奖
牌的有力争夺者。
（综合）

阿扎尔被曝将加盟银河战舰，转会费或将超过1亿欧元

皇马招兵，金元轰炸！

淮安东站综合客运枢纽一期项目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批前公示
淮安东站综合客运枢纽一期项目位于淮安市高铁商务区高铁路东侧、
丁庄路南侧。 该项目用地面积为 79557.97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233000 平
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4000 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 229000 平方米，容积率
0.06，建筑密度 30%，绿地率 20%，开关站、配电房、燃气调压站、生活水泵房
及消防等市政设施以批准的管线综合方案为准。
现通过市规划局网站、淮海晚报、规划馆及项目现场对该方案进行批前
公示（详见附图）。 公示时间从 2018 年 1 月 13 日至 2018 年 1 月 22 日。 相关
利益人如对该方案有意见或好的建议，请于 2018 年 1 月 22 日前以书面形式
反映至淮安市规划局新城分局，或者向淮安市规划局法规处提出听证申请。
联系人：王 欢 卢 峰
联系电话：0517-83660313
联系地址：淮安市福地路 1 号规划展示馆 402 室
邮编：223300
听证申请：淮安市规划局法规处
联系人：袁跃
联系电话：0517－83660127
规划局网站：http://ghj.huaian.gov.cn/
淮 安 市 规 划 局
2018 年 1 月 13 日

在 巴 萨 花 费 3.1
亿引进登贝莱和库蒂尼
奥后，“老冤家”皇马也在酝酿
着大招。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银
河战舰想在今夏引进新的世界级
球星已经是个公开秘密了。 来自
《快报》的消息，皇马引援有了重
大进展——
—切尔西头号球星
阿扎尔已经同意在赛季
结束后加盟。

飞马·曼度广场前期物业服务招标中标结果公示
阿扎尔一直是齐达内想要得到的球员，去
年夏天弗洛伦蒂诺拒绝了齐达内引进阿扎尔的
提议，他希望再给贝尔一个赛季的时间，但“大
圣”玻璃人一般的体质让老佛爷彻底失望了。 此
外本泽马这赛季状态也不好， 西媒体已经断定
BBC组合会在今夏解体——
—BBC中的两个B很
可能都会出走。
作为贝尔的潜在替身之一， 阿扎尔曾多次
向皇马示好。 他的父亲也表示，阿扎尔已经搁置
了与切尔西的续约工作， 尽管蓝军很有诚意地
开出了1760万欧元年薪的报价， 但为了等待皇

马的召唤，阿扎尔果断拒绝了。
据报道， 阿扎尔已经同意在赛季结束后加
盟皇马。 不过由于他与切尔西的合同尚未到期，
皇马需要为此拿出1亿欧元以上的转会费。 英国
媒体声称，库鸟1.6亿去巴萨将进一步拔高顶级
球员的转会费， 阿扎尔这样级别的球星可能会
让皇马多掏出5000万。
阿扎尔的个人能力毋庸置疑， 孔蒂之前曾
表示，比利时人已经能够比肩C罗和梅西。 之前
权威媒体ESPN在最佳前锋的评选中将阿扎尔
排在第4，仅次于梅西、C罗和内马尔。 （腾体）

根据招标投标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
招标文件的规定， 江苏飞马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发的飞马·曼度广场前期物业服务招
标工作已经结束，中标人已经确定。 现将中标
结果公示如下：
第一名中标候选人： 淮安市隆达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第二名中标候选人： 淮安市鹏宇物业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
第三名中标候选人： 淮安市俊杰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自中标结果公示之日起三天内， 如有异
议的， 请三日内到江苏飞马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提交书面疑问，三日内没有异议的，招标
人将签发中标通知书。
联系电话：18205232888
联系人：刘正跃
江苏飞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