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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足球审判”迎来“重磅人物”
杨一民陆俊今日出庭
本报记者 李志刚

俱乐部人员昨开始受审
两辆大车才将涉案人员送到审判庭

本报铁岭12月20日讯
(记者 李志刚 ) 20日早
上，铁岭中院开庭审理成都
谢菲联俱乐部有限公司、青
岛海利丰俱乐部有限公司
及被告人杜允琪、刘红伟等
1 8 人非国家工 作 人 员 受
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
贿、职务侵占、非法拘禁、
妨害公务等案件。由于涉
案人员众多，而此次“足
球大审判”案件审理又严
格按照流程进行，20日下
午，该案并未审理结束，21

日将继续审理。
由于这一案件涉及成

都谢菲联、青岛海利丰两
家俱乐部，以及包括原无
锡中邦球员在内的多名人
员，铁岭中院早上出动两
辆大车才将所有被告人从
看守所送到审判庭。此前
成都谢菲联与青岛海利丰
操 纵 比 赛 、青 岛 海 利 丰

“吊射门”业已被央视曝
光，而无锡中邦的多名球
员则是在一场中甲比赛之
前收受青岛海利丰方面的
金钱，从而在比赛中“放
水”，他们也为此付出了
代价。至于“非法拘禁”的
罪名，外界披露“受害者”
应该是 2 0 日在丹东出庭
受 审 的 前 著名裁判周伟
新；而“妨害公务”的罪名，
则是因为辽宁警方在实施
抓捕的过程中，受到有关人
员的暴力阻挠，一名干警
的腿甚至被刀具捅伤。

一位有幸旁听本案庭

审过程的铁岭当地人，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给自己
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便是杜
允琪辩称自己的很多行为
都是俱乐部行为，而不是个
人行为。而前著名球员、成
都谢菲联俱乐部原副总经
理尤可为也在此次庭审中
露面，尤可为的程姓律师
来 自 北 京 ，自 称 是 位 球
迷，他表示庭审进行得比
较顺利，杜允琪的当庭辩
解得到了程律师的确认，
他认为“这个事情确实很
难界定，很多被告人都面
临同样的问题。”程律师
呼吁“该怎么判，就怎么
判”，“不能因为这次足球
大审判特别受关注就一定
要重判、快判，还是要让事
实说话，正常量刑才能经
得起时间的检验。而法庭
指控认为尤可为是非国
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而且
在单位行贿过程中，他又
是次要的位置，属于其他
责任人员。作为单位从犯，
而且他没有主观违犯，个人
没有收到一分钱，在法律的
范围之内，可以轻判。比赛
并不是他操纵的，经过庭
审，大家都认为他不是主
犯。他只是中间的一个工作
人员而已。”

有知情人士透露，许宏
涛、尤可为等人在庭审现场
表情自然，尤可为在结束庭
审被押离法庭时，一眼看到
旁听席上的妻子，脸上登时
露出欣喜的笑容……

王珀受审 神情落寞
本报记者 李志刚

对于很多人来说，王
珀是足球江湖上的一大恶
人，出事之前，他不仅四处
炫耀自己所谓的“大校”身
份，还经常威胁球员、教练
甚至是外籍教练。据陕西
国力前巴西籍主帅卡洛
斯回忆，时任陕西国力俱
乐部总经理的王珀因为
卡洛斯不愿意“合作”，便
威胁说要安排卡洛斯夫
妇乘船返回巴西，然后在

“公海”上解决矛盾，王珀
当年的嚣张气焰由此可
见一斑。1 2 月 2 0 日，王珀
以“ 非 国 家 工 作 人 员 受
贿、诈骗”等罪名被送上
法庭，与他一起出庭受审
的则是搭档丁哲，丁哲被
控的罪名是“非国家工作

人员受贿”，如今的王珀早
已是两鬓斑白，神情落寞，
据一位律师分析，王珀应该
会被处以十年以上的有期
徒刑。

2003年，王珀受到陕西
国力原董事长李志民的赏
识，空降西安，出任陕西国
力俱乐部总经理，此后凭借
一系列恶行“横行中国足
坛”，引起众人侧目却始终
屹立不倒。2009年 11月 10

日，王珀正式被警方逮捕。
据媒体此前的报道称，2009

年足坛反赌风暴第一波突
破口便是王珀。在警方掌
握的证据中，涉赌比赛范
围集中在 2 0 0 6 年到 2 0 0 7

年的中甲联赛。在 2006年
8 月 1 9 日，广州医药队与
王珀担任总经理的山西
路虎队比赛前，王珀收取
了广州医药俱乐部 2 0 万
元，指挥球队以 1 ：5 输给
对手。同时，他还在博彩
公司下注，大赚一笔。

王珀落入法网，很多人
都拍手称快，在谈到针对王
珀案件量刑的时候，一位律
师表示王珀这种情况的量
刑将会根据犯案金额来定，
刑法规定如果涉案金额特
别巨大的话，将会处以10年
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
刑，至于“金额特别巨大”的
标准，一般认为应该是指20

万元及以上。
(铁岭12月20日电)

12月21日，“足球大审
判”进入第三天，也迎来了
一个高潮，在这一天，国家
体育总局足管中心原副主
任、中国足协原副主席杨一
民将在铁岭出庭受审；前著
名“金哨”陆俊、裁判万大
雪、中超公司原总经理吕锋
等人则将在丹东出庭受审。
在此次落网之前，杨一民、
陆俊等人都是中国足坛的
风云人物，走到哪里都是前
呼后拥，这一次他们的露面
依然引人关注，只是这几位
主角儿说什么也笑不起来
了。

日前，铁岭市中级人民
法院贴出公告，称将于 12
月21日8时30分，在第14审

判法庭公开审理被告人杨
一民犯受贿罪一案。除了谢
亚龙、南勇之外，杨一民是
在此次“反赌风暴”中落马
的级别最高的官员，他曾经
是北京体育大学足球领域
的博士生导师，号称“桃李
满天下”，多年来稳居“中国
足球理论权威”之位。现在
有消息称，公诉人在起诉
书中详细罗列了杨一民
在中国足协工作十余年
的时间里收受的金钱和
礼 品 ，涉 案 总 金 额 超 过
1000万元人民币。还有消
息称，在公安机关的侦查
阶段以及检察机关的核
实阶段，杨一民认为很大
一 部 分 钱 不 属于权钱交

易，而是别人送给他的感谢
款以及关系费，那些人没有
特别要求自己做出超出职
务范围以外的事情，而且自
己已将其中一部分钱款上
缴，因此请公安、检察机关
予以考虑。

同样是在12月21日，
丹东中级人民法院也是人
们关注的焦点，这里一天之
内将三次开庭，审理不同的
涉 案 人 员 ，具 体 情 况 如
下：9点，丹东中院将在第
4审判法庭公开审理被告
人陆俊非国家工作人员
受贿一案；9点，丹东中院
还将在第 7审判法庭公开
审理吕锋行贿、非国家工
作人员受贿，杨峰、张祖

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广州市众一体育发展有限
公司、孙杰、李东红对非国
家工作人员行贿等案；13
点30分，同样是在第4审判
法庭，另一名前著名裁判万
大雪将以与陆俊同样的罪
名出庭受审。陆俊、黄俊杰、
周伟新、万大雪，前四大名
哨此次一齐落网，20日接
受审理的黄俊杰、周伟新的
涉案金额已经让很多人大
吃一惊，但他们与陆俊相比
只能是“小巫见大巫”，陆俊
的涉案金额到底是多少？又
有哪些俱乐部会被陆俊和
万大雪交代出来，马上就要
见分晓。

(铁岭12月20日电)

携三连胜战绩，黄金男
篮一行踏上了北上行程。
21日晚上，他们将在客场
挑战马布里领衔的北京首
钢。目前，北京队以12战全
胜的成绩笑傲全联盟，要想
在首钢体育馆拿走一场胜
利，难度可想而知。不过眼
下三连胜的黄金男篮也并
非完全没有机会，上赛季，
如日中天的新疆，正是在黄
金男篮身上结束了连胜，那
也是新疆整个赛季的唯一
一场失利。此外，在客场拿
下江苏之后，山东队打硬仗

的素质得到了锻炼。因此，
此次客场对领头羊，昔日黑
马也并非毫无底气。

20日下午六点，黄金
男篮一行乘坐的高铁抵达
了北京南站。在结束南京之
行后，全队并未直接赶往北
京，而是选择 19日一早先
返回济南，在济南简单地休
整和训练之后，才来到了北
京。尽管是连续客场作战，
但队员们精神头良好，身体
状况也不错，“除了刘久龙
上一场比赛被顶了一下，有
些不舒服之外，全队目前的

身体状态还是不错的。”队
医表示。

本赛季，“马政委”的加
盟让北京队脱胎换骨，开赛
至今，北京队未尝败绩，在战
胜青岛之后，全队已经豪取
12连胜。马布里凭借丰富的
经验，成功捏合起了全队，
将北京队战绩带到了一个
新的高度。此外，老马的亲
民作风，也让北京首钢赚足
了人气。连胜之下，地段偏
远的首钢体育馆上座率火
爆异常，对于很多准备自驾
车前往的球迷而言，“找车

位”都成了一个大难题。
毫无疑问，有马布里坐

镇，将是黄金男篮最大的威
胁。三连胜期间，山东队年轻
后卫的表现起伏不定。上一
场比赛，老将胡雪峰更是让
黄金男篮吃尽了苦头，本场
面对马布里，后卫表现如
何，将决定比赛走势。三连
胜期间，黄金男篮双外援的
发挥出色，内线吴轲也有上
乘的发挥。本场比赛，山东
队若想扮演黑马角色，哥仨
需要继续联手努力。

(北京12月20日电)

迎战领头羊 期盼变黑马
山东男篮今战北京
本报记者 刘伟

当年的王珀江湖气很浓。
资料片

涉案的俱乐部人员被带出警车。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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