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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费”俱乐部最多被扣15分

上港权健渴望“旗开得胜”

据新华社电 针对各中超俱乐部
在引援方面“钻空子”的问题，中国足
协昨日公布了引援调节 费的 补 充说
明。 说明指出，球员支付违约金解除合
同的情况， 将以违约金费用为标准计
算调节费， 违反规定者将扣除联赛积
分，最高扣除15分。
中国足协去年夏天曾出台调节费
政策，旨在打击各俱乐部的“烧钱”行
为。 截至目前，中国足协的这一政策收
效甚微， 上赛季天津权健以“先租后
买”的形式签下莫德斯特，今年北京国
安以“自行与俱乐部解约”为由引进巴
坎布，更是让足协感到难堪。 在这一背
景下，此次出台的调解费补充说明，旨
在打击逃避调节费的行为， 同时将目
前外援引进的所有漏洞全部堵住。
中国足协的补充说明强调， 外援
转会费包括俱乐部为引进外援所付出
的全部费用， 无论是先租后买还是买
断球员合同、让球员自由身加盟，这些
费用都将全部被计算在内。 而从之前
转会情况看， 天津权健和北京国安这
两支球队很可能难逃新规的处罚。

2017赛季亚冠联赛小组赛首轮赛事
将在2月13日与14日进行， 上海上港、天
津权健、广州恒大与上海申花将相继代表
中超出战。 今日率先出场的将是上海上港
和天津权健，他们的对手分别是日本的川
崎前锋和中国香港杰志。 上港队在赛前特
意发布了主题为“旗开得胜”的海报，表达
出强烈的求胜欲望，而这也代表了几支中
超球队共同的心声。

川崎前锋vs上海上港
比赛时间：2月13日18时

天津权健vs中国香港杰志
比赛时间：2月13日20时
平稳通过资格赛后，亚冠新军权健迎

来了自己的首次亚冠小组赛，首轮将主场
对阵中国香港球队杰志。 鉴于同组另两支
球队全北现代与柏太阳神的强大实力，权
健要想夺取小组出线资格，就必须在杰志
队身上拿满六分。
从综合实力上比较，权健仍拥有明显
优势。 如果发挥得好，完全可能实现碾压
对手。 只不过，身为亚冠新军，权健亚冠赛
事经验属于短板，加之权健也刚刚完成了
换帅。 之前资格赛中，权健新阵容的运转
情况并不算流畅，这让比赛有了些看点与
悬念。

广州恒大vs武里南联
比赛时间：2月14日17时
新赛季， 恒大外援只补充了古德利，
阵容上的绝对优势已不复存在。 而在本土
球员方面，郑智、曾诚、梅方等人有伤在
身，这进一步放大了恒大新赛季起步阶段
的难度。
武里南联这个对手对恒大并不陌生。
2012赛季，恒大曾在主场1：2负；不过在

小组最后一轮比赛中， 恒大在客场2：1回
敬了武里南联。 武里南联队是亚冠联赛的
常客，与之交手，恒大不能掉以轻心。

鹿岛鹿角vs上海申花
比赛时间：2月14日18时
时隔七年，申花队重返亚冠赛场。 较
之参加亚冠的其他三支中超球队，申花在
本土阵容配置的硬实力上存在一定差距。
鹿岛鹿角在上赛季J联赛收官阶段
“错失冠军”，但这并不影响这支球队的客
观实力定位。 理论上说申花是中超四队在
亚冠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争胜难度最大的。
客观说， 申花首战的基本目标应是
“拿分”，在力争全身而退的基础上寻求理
想战果的机会。 上赛季后段，申花在吴金
贵指挥下稳步提升了整体防守，由此又推
动了快攻效果，这在足协杯决赛同上港的
较量中得到充分体现。 如今面对鹿岛鹿
角，申花能否稳固防守、积极捕捉快攻机
会是比赛的关键线索。
（晨综）

巴塞罗那连平
领先优势缩至7分
据新华社电 西甲联赛第23轮11
日继续进行， 巴塞罗那在主场被赫塔
菲0:0逼平，领先优势缩小到7分。
巴塞罗那本轮坐镇诺坎普球场迎
战联赛中游球队赫塔菲。 主帅巴尔贝
尔德轮换数名球员。 比赛中巴萨创造
数次机会，却始终未能敲开对手大门，
上半场结束前苏亚雷斯的一次破门还
因越位被判无效。 下半时赫塔菲门将
瓜伊塔高扑低挡，力保城门不失。 最终
双方0:0互交白卷，巴塞罗那在西甲赛
场上遭遇两连平。 目前加泰罗尼亚豪
门在积分榜上以18胜5平积59分的战
绩排名榜首，领先第二名马德里竞技7
分。

新赛季四名国脚助阵武汉女足

王霜回家：冲击前三并非不可能
本报讯 （记者李勇 通讯员毛循） 武
汉车都江大女子职业足球俱乐部昨天一
口气签下四名国脚， 武汉籍国脚王霜回
家，国家队队长吴海燕（山东）和两名小将

朱钰（天津）、王莹（河南）加盟。
去年10月1日，武汉江大女足4球大胜
浙江队，提前1轮获中甲联赛冠军，冲超成
功。 随后，武汉女足就开始四处寻找球员，

2.14来汉街 街角遇到爱
2.14即将到来，为了让单身的朋友不
留遗憾，万达楚河汉街精心为大家准备了
2628个发光牛角头饰在2.14当日免费发
放。 2.14当天您只需要对上暗号即有机会
和心仪的TA建立“联系”，搭讪暗号，戴发
光牛角头饰证明你也在期待爱。 大胆求邂
逅，千万不要太羞涩，幸福把握在自己手

中。 头饰领取点：一街区/二街区/三街区。
与此同时楚河汉街以爱之名建起了“桥
梁”， 更有最潮最in欢乐趴， 知名乐队助
阵，千人浪漫互动等活动。
来汉街，浪漫拥抱爱！ 和TA在汉街的
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
停留！

体育场

足协引援规定
“
打补丁”

中超四强携手战亚冠

今天在客场面对劲敌川崎前锋，上港
队将面临严竣的考验。
作为上赛季J联赛冠军， 川崎前锋队
实力强劲。 尤其是他们的传控球打法，过
去在与中超球队交手中让人印象深刻。 去
年亚冠小组赛主客场与广州恒大两度交
手未落下风，并且最终力压恒大拿到小组
头名。 今日一战，算得上中超联赛与日本J
联赛又一次最高级别的较量。
上港队最大的依仗仍是队中的胡尔
克、奥斯卡、艾哈迈多夫这几位超级外援。
三人的能力足够强大，但能否破解对方的
针对性战术，其他中方球员的配合和发挥
同样关键。
从历史战绩看，上港队客场战绩不算
太差，而且并不惧怕日本球队。 不过，考虑
到上港队刚刚更换主教练，队员能在多大
程度上理解和贯彻新帅的战术思想，将左
右比赛的走势。

A05

曼联爆冷不敌弱旅
据新华社电 昨日的一场英超焦
点战中，曼联在客场以0:1负于纽卡斯
尔联队。 马特·里奇下半时为“喜鹊”打
进制胜球。
数据统计方面， 曼联无论控球时
间还是射门都占优势。 他们在比赛中
也创造了几次得分良机， 但无奈对方
门将发挥神勇。
第65分钟时， 纽卡斯尔联队直接
任意球攻到曼联门前， 被漏防的里奇
低射破门得分。
此场失利之后， 曼联与曼城的积
分差距被拉大到了16分。 而纽卡斯尔
联队凭借这场胜利，暂时逃离降级区。

争取在女超的首个赛季能有个好的表现。
上个月底， 武汉女足签下一名重量级
外援、巴西国家队前锋比安卡，昨天又引进
了王霜等四名国脚。 即使如此，俱乐部总经
理易敏说：“我们今年确实动作还可
以，但是作为一支女超新军，目标仍然
是保级， 让队伍感受女超的节奏和氛
围。 引进的队员也很年轻，这样更容易
融入队伍，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
“终于不用在外漂泊了，回家的
感觉真好！ ”昨天，签约完成后的王
霜这样说。“随着内外援的强援加
入，武汉队拥有了一定的实力。 应该
冲击前五，如果大家磨合得好，打进
前三名，也不是不可能。 ”

备上健康电器过好年 过品质年

广告

打家电年货 就近到工贸
很多人使用空气净化器有个误区，觉
得没有雾霾就不用开空气净化器。 其实，
并非如此，春季很多时候比冬季更需要空
气净化器。 春天万物苏醒，空气中的花粉
浓度会随着气温的升高而变高，再加上春
天风大，很多容易过敏的人就会出现皮肤
发红发痒， 不停打喷嚏等花粉过敏的症
状。 如果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对皮肤和
呼吸道都会造成一定的损害。 此外，随着
气温的升高，细菌和病毒的繁殖和生长速
度也开始加快， 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期，

像老人、小孩、孕妇等一些抵抗力弱的人
群是最容易受到流行病毒的影响，所以更
加需要空气净化器。
据工贸家电唐家墩店负责人介绍，
友好牌空气净化器的第三层滤芯10年不
用更换， 不像普通空气净化器是活性炭
吸附，友好牌空气净化器采用CH-cut甲
醛分解技术， 可以直接将有害物质分解
成水、二氧化碳等。 元旦，一位家住御湖
世家的周女士到工贸家电唐家墩店为新
家购买整套家电， 空气净化器就买了3

台。
空 气 净 化 器 不 仅 解 决 了 PM2.5 和
PM10的简单过滤，还可以去除苯、甲醛、
甚至铅的含量， 也给用户带来了更加健
康、安全的空气环境。包括净水设备、洗碗
机、扫地机器人等产品，消费者从健康、卫
生、节省体力等角度，对家用电器提出了
更高要求。有品质的家电产品已经深得消
费者认同，消费者对于产品价格已不再敏
感，他们追求的是好产品。
从卖场的销售数据了解到，智能电器

销售同比大幅增长，消费者越来越看重产
品的品质化、智能化。 消费者不仅仅希望
通过APP来进行远程智能操控，更希望整
个家居互联系统在未来不仅仅是能用，而
是好用，进而提升生活质量，所以“有品
质”的家电才是未来家电的趋势。
2.14临近，为爱人准备一份贴心的电
器，更能拉近与爱人间的距离，为亲人准
备一份实用的电器，更能体现对家人的呵
护。过品质年，过健康年，就到工贸家电打
家电年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