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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封闭边比赛

国足世预赛40强赛防疫安排确定

贾秀全：中韩女足实力在伯仲之间
希望作为教练进军奥运会

4月7日，广东东莞大益队球员周鹏投篮。当日，在浙江
诸暨进行的CBA第四阶段第54轮比赛中，广东东莞大益队
以94∶89战胜山西汾酒股份队。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4月6日，皇马球员莫德里奇（右）与利
物浦队球员萨拉赫在比赛中拼抢。当日，在马
德里进行的欧冠联赛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比
赛中，西甲皇家马德里队主场以3∶1战胜英超
利物浦队。 新华社记者 孟鼎博摄

▶4月6日，曼城主帅瓜迪奥拉（右）在
场边指挥。当日，在曼彻斯特进行的欧冠联
赛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比赛中，英超曼城队
主场以2∶1战胜德甲多特蒙德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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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篮协纪律与道德委员会6日发布一份
处罚决定，给予现效力CBA联赛北控男篮的外
援约瑟夫·杨暂停参赛处罚，原因是后者一直
未履行国际篮联篮球仲裁庭（以下简称BAT）
的裁决。这意味着，在争夺CBA季后赛席位的
关键时刻，这名外援将无法出战，至于何时可
以上场，还要看球员执行裁决的情况。

约瑟夫·杨为何会被停赛？停赛决定为何
会在这个时间点出炉？他的停赛会给北控俱
乐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记者
采访了相关人士。

据中国篮协纪律与道德委员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约瑟夫·杨由于与前经纪公司 CGL
Sports LLC 发生经纪纠纷，被后者诉至 BAT。
2020年 6月 15日，BAT裁决经纪公司胜诉，约
瑟夫·杨需向其支付代理费、仲裁费等相关费
用。但其后约瑟夫·杨一直未履行裁决。经该
经纪公司申请，国际篮联于2020年8月18日根
据内部规章，对约瑟夫·杨作出了禁止国际转
会的制裁。

今年 3 月底，CGL 公司致函中国篮协，请
求对约瑟夫·杨给予处罚。根据国际篮联现行
规定，败诉方所属的国家（地区）成员协会应积
极、及时地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败诉方在
国际篮联规定的期限内全面履行 BAT 裁决。
如果国家（地区）成员协会未能遵守本条规定，
国际篮联可根据内部规章的规定对国家（地
区）成员协会进行纪律处分。而中国篮协现行
章程也明确规定，本会、本会会员及所属机构
和工作人员，以及在本会、本会会员所注册或
备案的组织和个人，须遵守国际篮联和本会章
程及相关规定、准则和决定。

中国篮协纪律与道德委员会经过审查，确
认申请人的申请符合受理条件，于是成立专项
组处理此事。在经过相关必要程序和严格、认
真的调查核证之后，中国篮协纪律与道德委员会确认约瑟
夫·杨确实未履行BAT裁决。根据《中国篮球协会纪律准则
和处罚规定》，中国篮协纪律与道德委员会对约瑟夫·杨做出
了暂停参赛的处罚。

CBA常规赛进入收官阶段，季后赛席位争夺异常激烈。
根据目前的排名，北控俱乐部还拥有晋级季后赛的机会，约
瑟夫·杨被暂停参赛，将对球队产生不小的影响。中国篮协
相关人士表示，按照中国篮协相关规定，如果约瑟夫·杨执行
完成BAT的裁决，可以向中国篮协申请撤销处罚。

约瑟夫·杨是在 2020年 9月从南京同曦俱乐部转投北控
俱乐部的。当时，国际篮联已经发布对他的国际转会禁令。
但是，因为这一流动不算是国际转会，也不需要中国篮协开
具澄清信，因此当时并未受阻。 （据新华社北京电）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王楚捷、
公兵）在接下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江苏
省苏州市将成为中国足球的聚焦点，因为
这里将连续举办中国队与韩国队的东京
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选赛附加赛主场比
赛、中国男足世预赛亚洲区40强赛剩余比
赛。因为涉及外国队伍，防疫工作可谓重
中之重。中国足协相关负责人对两项赛
事的防疫工作进行了具体介绍。

制定针对性防控方案
根据两项赛事的入境参赛人数、比赛

天数、比赛场次数量的不同，中国足协和
赛区疾控部门制定了两套具有针对性的
赛事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但防控原则和核
心防控措施保持不变。

“在遵循国家对入境人员防疫隔离管
理要求的总体原则下，对入境参赛人员采
取‘边封闭边比赛’的防疫管理方式。”该
负责人表示。

据悉，即将举行的两项赛事的官方酒
店、体育场及训练场都将设置严格的赛事
防疫隔离管理区（红区），所有入境参赛人
员、因工作需要而长期在红区的工作人员
均被纳入红区管理。其他赛事工作人员
和酒店服务保障人员在赛前均要完成新
冠疫苗接种。

“防内传外”
苏州在去年成功举办了中超联赛和

足协杯。据悉，和去年赛事防疫工作的核
心出发点“防外传内”不同，今年防疫工作
的核心出发点是“防内传外”。

“去年全国各地不时还有被新冠病毒
感染的人员出现，设置防疫封闭区，主要
是为了降低封闭区内参赛人员感染新冠
病毒的概率。今年这两项国际赛事同样
也设立了严格的防疫封闭管理区，但很多
参赛人员均为刚刚入境，因此需将入境参
赛人员纳入管理区进行严格的封闭管理，
以有效降低防疫封闭管理区内的入境参
赛人员对区外人员造成感染的概率。”该
负责人说。

唯一出入境口岸
据介绍，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为两项赛

事所有参赛人员出入境的唯一口岸，并由
多部门联动成立了赛事出入境保障联合
工作组，为赛事人员的出入境工作提供相
关保障。

参赛各球队和国际竞赛官员出发登机
前，要提供在规定时间内的核酸和抗体检
测合格报告；在机场入境时，要接受鼻拭子
和咽拭子双取样的落地核酸检测；落地检

测完成后，需在指定的入境人员定点防疫
酒店进行至少 8小时的留观，等待检测结
果；检测合格后，相关人员将通过“点对点
闭环”方式转运至苏州赛区官方酒店；检测
结果不合格人员须在定点防疫医院接受隔
离与治疗，不得赴苏州赛区参赛。

严格遵守防疫规定
中韩女足奥预赛附加赛为两回合主客

场赛制，中国女足先客后主，两场比赛仅相
隔五天，相关防疫措施备受外界关注。

据了解，此次女足在苏州的主场比
赛，组委会将严格遵守国家对入境人员 14
天的封闭管理规定。由于 13日主场比赛
结束时，中国女足入境时间仅有 5 天，因
此，女足国家队及赛时入驻红区的其他工
作人员还要继续在赛区进行封闭隔离管
理至 4月 23日。与此同时，组委会将安排
韩国女足和其他国际竞赛官员尽快返程，
从苏州赛区“点对点闭环”转运至上海浦
东国际机场出境。

4月8日，中国队与韩国队的东京奥运
会女足亚洲区预选赛附加赛将在韩国高
阳市率先打响；4月13日，中国女足将回到
主场，坐镇苏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迎来
与韩国队的次回合较量。

5月 31日至 6月 15日，男足世预赛亚
洲区 40 强赛剩余比赛也将在苏州举行。
中国队与叙利亚队、菲律宾队、马尔代夫
队、关岛队同分在A组，中国队目前排名小
组第二，落后多赛一场的叙利亚队 8 分。
40 强赛中八个小组头名和四个最好成绩
的小组第二名共12支球队将晋级12强赛。

国足球员艾克森（中）在训练中。近日，中国男足在上海集训。新华社记者 丁 汀摄

新华社首尔 4 月 7 日电 7 日，在中国
女足与韩国女足的奥运会预选赛附加赛
首回合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女足主教练贾
秀全表示，从近十年中国和韩国女足在亚
足联的排名看来，两队实力在伯仲之间，
各有各的特点。他希望能作为教练带领
中国女足进军奥运会。

贾秀全介绍，中韩两国的比赛已经延
期数次，现在中国队全队上下都很想通过
自己的努力赢得胜利，一定会全力以赴，
完成既定的目标。“在我担任主教练期间，
与韩国队有两次交手的机会，虽然在梅州
四国赛我们以 1∶0小胜，但是当时韩国队
就给了我很深的印象。韩国女足在亚洲

是一支强队，可以跟任何一支亚洲球队抗
衡。”

“我在球员时代曾代表中国参加过奥
运会，我更希望这次通过中国女足的出色
发挥，我能够作为教练和女足队员们一起
拿到这张奥运会的入场券。”贾秀全说。

对在入境韩国时遇到对手“盘外招”

等传闻，贾秀全表示，不认为入境韩国遇
到了困难，入关时间较长，需要填写的材
料较多，正是韩国政府和防疫部门对于韩
国人民和中国女足负责任的表现。“我们
理解，疫情当前，人民生命最重要。我们
没有任何怨言，我也感谢韩国方面的认真
工作。”

为备战与中国女足比赛，韩国女足召
回了李金玟等三名在英超踢球的留洋球
员。韩国队主教练科林·贝尔表示，球队
的重点是稳固防守。“中国队可能会占据
优势，但我们想创造历史，这就是我们的
动力。”贝尔说。

4月7日，速度滑冰运动员在测试活动中。
当日，“相约北京”冰上测试活动速度滑冰比赛在国家速

滑馆“冰丝带”举行。 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摄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
者周欣）受新冠疫情影响，
国际泳联继瑞士当地时间 1
日紧急宣布取消世界杯跳
水赛暨奥运会资格赛后，又
在赛事日历的几项赛事上
增添了“被取消”红色标记，
其中包括原定于 5月在日本
举行的花样游泳以及马拉
松游泳的奥运会资格赛。

4月18日至23日在东京

举行的跳水世界杯率先被叫
停，如今，5月1日至4日在东京
举行的花样游泳奥运资格赛和
5月29日至30日在福冈举行的
马拉松游泳奥运资格赛被取
消。国际泳联取消的其他几
项国际赛事包括：4 月 23 日
至25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花
样游泳世界系列赛第四站、5
月 9日在塞舌尔举行的马拉
松游泳世界系列赛等。

本赛季法网可能推迟
据新华社巴黎电（记者

肖亚卓）法国体育部长罗克
萨勒·默勒奇内亚努日前表
示，由于近期法国的新冠疫
情形势仍然严峻，本赛季的
法国网球公开赛有可能推迟
举行。

去年的法网公开赛就受
疫情影响，从传统的5月底6
月初推迟到 9 月至 10 月举
行。按原计划，本赛季的法网

正赛将于5月23日开赛，而资
格赛将从5月17日开始。

“我们正在和他们（法国
网球协会）讨论，看看是否需
要推迟今年法网的比赛日
期。”默勒奇内亚努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

“虽然目前仍有大量的
体育比赛仍在继续进行，但
是我们要尽量减少体育比赛
中人群聚集带来的风险。”

国际泳联取消多项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