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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首批反赌案件本周宣判
谢亚龙、南勇即将受审

去年12月中下旬，辽宁
铁岭、丹东等地中级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了首批在“反赌
风暴”中落马的有关人员，不
过当时并没有当庭审判；春
节之前，曾有消息称“一审
结果”即将公布，据了解，当
时辽宁有关方面已经按照
规定上报计划，但最终这一
计划却没有被批准；近日，
记 者 从 有 关 人 士 处 获 悉 ，

“反赌大审判”首批案件的
审判结果，极有可能于本周
四、五左右正式公布，随后谢
亚龙、南勇等人便将在不同
的地方出庭受审。

律师：应该不会再拖

“现在不光你们媒体着
急、球迷着急，我其实也很着
急啊。”日前，记者辗转联系到
此前已经在铁岭接受审判的
一位涉案人员聘请的代理律
师，这位律师表示自己一直在
等待辽宁有关方面的电话，

“前几天，我还打了一个电话，
想询问一下到底什么时候公
布一审结果，但当时铁岭中级
人民法院相关处室的负责人
不在。我觉得，审判的事儿应
该不会再往后拖了。”

据这位律师介绍，按照
规定，相关法院应该在宣判
之前三天，正式通知涉案人
员的家属及代理律师，由于2
月12日还没有接到电话，估
计2月15日之前宣判的可能
性很小，“最快应该是2月16
日或者17日能有结果。”

谢、南即将受审

“反赌大审判”才只是进
行了一部分，就已经引起社会
各界的强烈关注，伴随着谢亚
龙、南勇等人出庭受审，新一
轮的高潮即将到来——— 据了

解，按照安排，南勇将在铁岭
受审，谢亚龙将在丹东受审，
而前福特宝公司老总邵文忠
则将在鞍山接受审判。

“谢亚龙、南勇先后担任
过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主
任，都是社会上俗称的足球界
一把手，这两个人肯定比杨一
民等人更受关注。”辽宁一位
知情人士分析，有关方面已经
精心做好准备，确保审理工作
顺利进行，“有关方面公布完
针对首批涉案人员的一审结
果，就会马上着手审理谢亚
龙、南勇等人了，3月份2012中
超联赛就要开幕了，反赌大审

判怎么着也得在那之前有个
了断吧。”

涉案俱乐部不会被降级

按照有关律师的分析，在
已经出庭受审的那批涉案人
员之中，杨一民、张建强等人
由于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
份，再加上受贿金额巨大，他
们所获的刑期将远比陆俊、黄
俊杰等裁判重，其中杨一民的
刑期将超过十年，而张建强恐
怕会被判15年左右的刑期。涉
案人员会接受严惩，那么那些
涉案俱乐部呢？从目前的情况

来看，涉案俱乐部最有可能受
到扣分、罚款、通报批评等处
罚，但不大可能像此前的成都
谢菲联那样被判降级。

此前中国足协已经正式
公布了 2012赛季的中超赛
程，这本身就意味着那几家
中超俱乐部“逃过一劫”。而
在日前召开的中国足协特别
代表大会上，选举出了职业
联赛理事会的执委，多名涉
案俱乐部的老总榜上有名，
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向外
界明确宣布涉案俱乐部又有
了一层“护身符”。

本报记者 李志刚

新华社多哈2月11日体
育专电（记者 杨元勇） 国
际乒联世界巡回赛2012年卡
塔尔公开赛11日落下帷幕，
男女单双打4个项目的冠军
全部被中国队收入囊中。

在男子单打半决赛中，
王皓发挥出色，以4：1将韩
国名将朱世赫淘汰出局。许
昕则以 4：3力克马琳进入
决赛。最终许昕以4：3险胜
王皓获得冠军。

许昕还和马琳合作以
4：3战胜韩国的李挺佑和金
东炫，在男子双打中夺冠。

在女子单打比赛中，陈
梦表现出色最终获得冠军。
陈梦在今天的半决赛中战
胜队友李晓丹闯入决赛。随
后，陈梦以4：0直落4局在决
赛中击败韩国的石敬贺。双
方在第2局中曾打出20：18
的高分。

李晓丹和文佳以 4：1
击败新加坡组合李佳薇和
孙蓓蓓夺得女子双打冠军。

本报讯 据英国媒体
报道，11日，一向麻烦不断
的奥沙利文再次生出事端。
因在限速 30英里/小时的
区域内开出100英里/小时
(约160公里)的车速，他不
仅收到了罚单，还受到了禁
驾两个月的处罚。球迷们获
知这个消息后，纷纷在微博
上打趣称这次“火箭”出事
是因为“飞得太低”。

奥沙利文绰号“火箭”，
这缘于他击球时不仅精准
而且速度极快。不过“火箭”
却意外折翼，因驾驶他的
BMW M3在伦敦东区超速
而收到了罚单。这个三次世
界冠军得主当时的一举一
动被监控摄像头拍了个正
着。

根据当地法规的规定，
超速行驶将收到60英镑的
罚单和处以三个罚分，当地
治安官员在此基础上还对
其处以两个月的禁驾，因为
他当时的速度超得太离谱
了。

这不是奥沙利文第一
次因为开车惹上麻烦，差不
多就在一年前，他开车行驶
在潮湿的路面上打滑而发
生车祸，据目击者称他当时
差点丧命。不过事后奥沙利
文只顾检查自己的车，对于
撞坏了花园围栏却没表示
歉意。

（曹春华）

朱炯任主帅的南昌衡源
队有望将主场迁至上海的消
息，如一颗石块扔入池塘，激
起沪上球迷心中涟漪。曾经
激情无限的上海滩足球德比
果真要卷土重来？

南昌衡源新赛季将把主
场搬回上海的消息，最早由
沪上电视台爆出。俱乐部副
总经理邵坚毅在电话中透
露，“主场回迁上海一事正在
报批中，近期会有一个结
果。”邵坚毅还表示，选择主
场会优先考虑源深体育场。

他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
强调，自己是无意中走漏了
风声，“他(采访记者)没和我
说要录音采访，我就很放松
地聊聊天，没想到就播出去
了。这下搞得我和俱乐部都
很难做。我现在什么也不能
说，也不方便说。”

南昌衡源想回上海，并
非空穴来风。朱炯执教的这
支球队具备很多上海元素，
从投资人、管理层到主教练
和队员，几乎都是上海人。这
支球队想“回家”，合乎情理。
南昌衡源总经理秦苹日前告
诉记者，一家沪上大企业有
意注资俱乐部，但是提出了
球队主场搬回上海的硬性要
求。秦苹表示：“回迁涉及很
多程序上的工作，俱乐部仍
在同上海和江西有关单位进
行协商。”

南 昌 衡 源 的 前 身 是
2003年的乙级球队上海衡
源，2004年时上海拥有申花
和中远两支中超队伍，而与
衡源同在乙级联赛的上海球
队更是有六支。后来该队为
了生存和发展，将主场迁到
南昌。 （陈华）

中超联赛将至，申花急需
一个后防大将，前英格兰队中
卫厄普森此前已经得到申花
认可，厄普森本人也对申花很
有兴趣，正当人们认为厄普森
加盟申花水到渠成之际，坏消
息传来，据英国媒体报道，斯
托克城主帅公开表示不让厄
普森离队，或许这将打消申花
引进厄普森的念头。

斯托克城主帅托尼帕利
斯公开表示，他计划让厄普
森继续留在斯托克城效力。
托尼帕利斯称早在冬季转会
期时厄普森就有机会以租借
形式离开，但是俱乐部没有同
意：“有一个或两个俱乐部要
租借厄普森，其中南安普顿

队早在上个月就想租借厄普
森，但是没有球队提出永久
转会。”当被问及厄普森是否
还有机会加盟上海申花时，
托尼帕利斯并没有给出明确
答复：“我们与其它俱乐部进
行交易，不需要通过媒体。”

事实上几天之前上海申
花和厄普森谈得很愉快，双
方谈判进展十分顺利。虽然
已经32岁，但厄普森还是得
到申花主帅蒂加纳的高度认
可，再加上厄普森在斯托克
城的处境比较微妙，因此转
换环境也成了他自己的需
求。本赛季英超厄普森代表
球队出场机会很少，前24轮
只首发了5次。 （旺旺）

新华社日内瓦 2月 11

日体育专电 北京奥运会
男双冠军费德勒/瓦林卡
组合在11日进行的2012年
戴维斯杯比赛中1：3不敌
美国队的迈克·布莱恩/费
什组合，主场作战的瑞士
队最终也以总比分0：3狼
狈出局。

在两队首日的单打较
量中，以男单一号身份出
场的费德勒意外负于伊斯
内尔，这不仅是“费天王”9
年来在戴维斯杯上的首次

失利，也严重影响了球队
的士气。在瓦林卡输掉第
二场单打后，0：2落后的瑞
士队已被逼到了被淘汰的
边缘。

面对美国对手，贵为
北京奥运会男双冠军的费
德勒/瓦林卡表现稳健，凭
借开局的破发以6：4顺利
拿下首盘，但之后这对“黄
金搭档”却突然断电，频频
出现非受迫性失误，被美
国组合以6：3的比分连下3
盘，瑞士队也在主场观众

的唏嘘声中止步首轮。
虽然没能率队进入 8

强，但费德勒依旧十分享
受 本 次 的“ 戴 维 斯 杯 之
旅”，他说：“我很享受和球
队在一起的日子，这对我
来说是最重要的。”

除了美国队外，缺少
纳达尔等名将的卫冕冠军
西班牙队以3：0的总比分
轻松淘汰哈萨克斯坦队，
阿根廷队和捷克队在完胜
德国队和意大利队后也顺
利晋级。

卡塔尔公开赛落幕

中国队囊括

四项冠军

奥沙利文超速

被禁驾两月

南昌衡源欲回迁上海

申花引进英国脚受阻 费德勒双打遭逆转

戴维斯杯瑞士出局

本报讯（记者 李志刚）
北京时间12日晚8点左右，
正在西班牙集训的鲁能泰山
与罗马尼亚联赛冠军球队加
拉茨钢铁踢了一场热身比
赛，结果鲁能泰山开场仅 3
分钟便被判一粒点球，加拉
茨钢铁球员轻松命中，最终
1：0击败了鲁能泰山。

西班牙热身比赛三战不
胜，但鲁能泰山俱乐部常务
副总韩公政却强调“这不会
影响球队训练的节奏和心
情”，“热身比赛的主要目的
是磨合阵容，就说这场比赛
吧，滕卡特教练派遣多名年

轻球员首发出场，比如王彤、
吴兴涵、李松益等人都在首
发名单之中，这种比赛输了
赢了都无所谓，只要我们自
己觉得达到了锻炼效果就
行。刚才我还和滕卡特教练
交流过，他一点儿也没有不
高兴的意思。”

至于山东球迷非常关
心的新外援问题，韩公政强
调“正在紧锣密鼓地联系之
中”，“我们看中的几名外
援，一直在打着比赛，时间
不大好协调，就这几天吧，
马上就会有外援过来接受
试训。”

鲁能一球不敌加拉茨钢铁

2月11日，美国选手费什(右)与队友布莱恩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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