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新闻
2018年11月21日 星期三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煊云 校对/ 心雅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48965

09A

为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我公司评标专家
库，加强公司技术力量，保障评标工作质量，
决定从即日起面向全省公开征集青海诚鑫招
标有限公司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现就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标专家申报条件
申请进入青海诚鑫招标有限公司评标专

家库的评标专家，应当具备如下条件：
（一）从事相关专业领域工作满8年并具

有高级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
（二）熟悉招标投标相关的法律法规；
（三）品德良好、作风正派、能够认真、公

正、诚实、廉洁地履行职责；
（四）身体健康，能够胜任评标工作，年龄

一般不超过65周岁；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对民航、化工、园林、车辆、石油等专业可

适当放宽评标专家的资格条件，具有中级职
称专业水平予以考虑。

二、评标专家申请程序
（一）提供相关材料
1、申请材料包括：《评标专家登记申请

表》（见青海项目信息网 http://www.qhei.
net.cn/）；2、身份证扫描件 ；3、学历证书扫
描件 ；4、职称证书扫描件 ；5、相关注册执
业资格证书扫描件 ；6、壹寸免冠彩色相片
1 张。

（二）申请人将以上纸质材料送到青海
诚 鑫 招 标 有 限 公 司 或 将 扫 描 件 发 送 到
qhcxzgb@126.com邮箱。

联系地址：青海省西宁市海湖新区文景
街14号

联系电话：0971—6127671
联 系 人：蔡女士

青海诚鑫招标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征集各类评标专家的通知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记者
肖世尧 公兵）中国足协新闻办20日
在其官方微博进行辟谣，表示网络
盛传的国足将高薪聘请桑保利担任
主教练的消息不实。

足协新闻办在微博中称：“近
日，有外媒和网络传播‘中国足协

欲高薪聘请前阿根廷主帅桑保利
执教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消息
为假消息，请媒体和球迷朋友们勿
轻信传播。”

此前，智利、西班牙等外媒在报
道中称，桑保利将在里皮卸任后接手
国足，年薪将高达1000万美元。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记者王浩宇 公兵）记
者20日获悉，为促进职业联赛健康、稳定和长远发
展，中国足协拟出台规范俱乐部名称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国足球协会职业俱乐部名称规范》（征求意
见稿），俱乐部名称被要求非企业化、中性化，若在规
定时间未能通过足协认证，俱乐部将不被授予或被
取消联赛准入资格。

2015 年出台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中，在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的部分提到要“推动实现
俱乐部的地域化，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
名称的非企业化”。按照中国足协的规范要求，俱乐
部的全称应当为“地域名＋俱乐部名+足球俱乐部+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或其他）”的形式，
简称采用全称中的“地域名＋俱乐部名”。全称中的
地域名应为俱乐部所属地的名称或所在城市名称，
俱乐部名应为中文，不得超过4个汉字，且不得使用
与俱乐部股东企业、实际控制人或关联方相似、相近
的发音或汉字。

此外，俱乐部名中不得含有商品或服务类别名称、
组织形式名称（如：啤酒、汽车、集团等），并且不得含有
俱乐部股东企业、实际控制人或关联方企业名称，以及
股东企业、实际控制人或关联方企业的品牌名称。

出于兼顾国情及职业联赛发展现状的考虑，若
俱乐部名称或简称原为非中性的，但被本俱乐部长
期、连续使用，使其名称在足球行业内具有较高知名
度，形成俱乐部品牌或在球迷群体中具有普遍影响
力的，可在规定时限内经俱乐部向中国足协申请并
批准，可将该名称认定为中性名称。但是，申请此类
名称认定的俱乐部应为2004年中超联赛前已经参
加甲A或甲B联赛的俱乐部，并连续参赛至今。同
时，俱乐部未发生所属地方会员协会的变更。

在中国足协要求的时限内，俱乐部需完成在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或民政部门）的名称变更登记手
续，变更名称后，俱乐部的原名称和原简称将不得再
被使用，若违反将不得参加中国足协主办的各类赛
事。而若未被认定为中性名称的俱乐部，不授予或
取消职业联赛的准入资格。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记者
公兵 王浩宇）对于中国职业足球而
言，大手脚花钱、不计成本的引援可
能将成为历史。记者20日获悉，包括

“注资帽”“薪酬帽”“奖金帽”“转会
帽”等措施即将实施。

记者了解到，《中国足球协会职
业俱乐部财务监管规程》（以下简称

《规 程》）即 将 推 出 ，并 配 套 推 出
2019-2021年职业俱乐部财务监管指
标（以下简称《指标》），涉及“注资帽”

“薪酬帽”“奖金帽”“转会帽”。
足球业内人士透露，此举就是针

对职业俱乐部存在的盲目投资、“天价
转会费”和部分球员过高薪酬、签署“阴
阳合同”、逃避税款及欠薪等情况。

这些指标借鉴国外联赛治理经验，
结合我国国情，经各俱乐部充分讨论，对
各指标达成一致后，再经中国足协执委
会审议通过后执行相关指标，中国足协
将采取多种措施监督落实。

具体措施一是设置俱乐部投资
人注资限额（注资帽）。2019年中超、
中甲、中乙俱乐部投资人的注资额同
步下降，由各俱乐部议定指标，共同
遵守，并在 2020 赛季和 2021 赛季持
续降低。期待经过三年努力，使俱乐
部投资回归合理水平。

二是统一俱乐部财务记账规则，

设定盈亏平衡线，提高俱乐部经营收
入。如亏损则支出受限，长期亏损则
取消准入。聘请第三方对俱乐部进行
统一财务审查，并公开基本财务数据。

三是设置球员薪酬限额（薪酬
帽）。具体措施包括：设置中超、中
甲、中乙俱乐部薪酬总额占总支出的
比例限额。2019 赛季所有国内球员
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薪酬待遇按税前
金额及新的标准重新签订。

四是设置单场奖金限额（奖金
帽）。2019 赛季，各俱乐部同时大幅
降低奖金，单场奖金限额由各俱乐部
共同议定，赛季初须对奖励标准进行
公示，禁止以其他名目发放比赛奖
金，严禁现金发放。

五是设置球员转会限额（转会
帽）。2019赛季继续执行原有的引援
调节费政策，即：中超、中甲俱乐部引
入外籍球员资金支出不超过4500万
元/人次，引入国内球员资金支出不
超过 2000 万元/人次。对于 2018 赛
季处于亏损状态的俱乐部将收取等
额的引援调节费，处于盈利状态的俱
乐部不需要缴纳引援调节费。

六是规范管理球员合同，坚决打
击阴阳合同和逃税漏税行为。中国
足协将联合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予
以监督查处。

里皮:国脚踢得差但我不骂了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1月20日消息，首

届欧洲国家联赛A级第一小组最后一场比赛中，尽
管主场作战的德国队在上半场早早就以2：0领先，
并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控制着比赛，但是荷兰队在最
后时刻连入两球，顽强地扳平了比赛。此役过后，
荷兰与法国队同积7分，但因在直接对抗中的优势
而力压法国队夺得小组头名。德国队在小组赛一
场未胜排名垫底，从欧洲国家联赛A级降级。

第一小组中汇集了最近两届世界杯冠军法国
和德国，可是荷兰却成为最后的赢家，在小组赛首
轮以1：2不敌法国后，在第二轮以3：0大胜德国，
在与法国队第二回合比赛中，荷兰又以2：0完胜，
奠定了出线基础。第二小组中，比利时在前三轮
全部获胜的情况下，最后一轮以2：5惨败瑞士的同
时将小组第一拱手让给了对手，瑞士凭借相互战
绩优势晋级四强。

第三小组中，葡萄牙凭借稳健的发挥，在小组
赛还剩一轮的情况下力压意大利获得小组第一。
第四小组的争夺也异常激烈，西班牙在首循环获
得两连胜后，连续以2：3的比分不敌英格兰和克罗
地亚，从而将出线主动权拱手相让，只能寄希望于
英格兰和克罗地亚在最后一轮战平才能出线。最
终英格兰以2：1逆转克罗地亚，在夺走小组头名的
同时，还让克罗地亚降级。

首届欧洲国家联赛的四强最终为荷兰、瑞士、
葡萄牙和英格兰，他们将决出冠军。半决赛的抽
签仪式将在12月3日进行，而半决赛将于明年6月
5日和明年6月6日进行，三四名决赛和决赛都于
明年6月9日进行。

中国足协

拟出台俱乐部名称规范

新华社堪培拉11月20日电（记者岳东兴）为
了在明年的亚洲杯上能实现卫冕的目标，澳大利
亚男足近期连续热身，他们20 日晚在主场以3：0
完胜黎巴嫩队，同时也让最后一次代表“澳洲袋
鼠”出场的队史最佳射手卡希尔完美告别。

比赛的高潮是卡希尔的告别。第82分钟，这
位38岁的老将替补登场，赢得全场球迷起立致敬和
热烈掌声。这是“澳洲袋鼠”的旗帜人物第108次代
表国家队披挂上阵，同时也是职业生涯最后一次。

卡希尔先后参加了 2006 年、2010 年、2014 年
和2018年四届世界杯，在个人参加的前三届世界
杯上，卡希尔均取得了进球，共打入5球。2015年
亚洲杯上，卡希尔帮助澳大利亚队夺得冠军。

又讯 韩国足协 20 日表示，韩国男足计划在
2019年亚洲杯开赛前与沙特队进行一场热身赛。
韩国媒体报道，这场比赛将于首尔时间12月31日
晚间或明年1月1日凌晨进行，地点为亚洲杯决赛
阶段举办地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具体球场尚未
确定。

欧洲欧洲国家国家联赛四强诞生联赛四强诞生

荷瑞葡英将争冠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

以大胜送别卡希尔

尊敬的自来水用户：
为配合西宁城辉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西关桥拓宽工程建设施工，我

公司将于 2018年11月22日9:00— 23日21:00在西关大街对DN600、
DN300供水管道进行移位碰头施工。届时，南川东路（南山路口—水
磨南巷）、南川西路（团校—南川西路客运站，含海山公租廉租房片
区）、西关大街（黄河路—长江路）沿线用户将停水。

敬请广大用户做好储水准备，并注意关闭好用水设施。因停水给
您生活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望广大用户给予谅解。如需咨询
相关供水事宜，请拨打供水服务热线8112112，投诉电话8115115。我
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遇雨天及不利因素，施工将顺延）

西宁供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停水通知

中国足球中国足球中国足球，，，“工资帽”来了！

中国足协：桑保利执教国足为假消息

今日 18:30 2018中超联赛年度颁奖盛典 CCTV-5

热身赛 今日 08:00 阿根廷VS墨西哥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1月20日晚，国足在
与巴勒斯坦的一场热身赛中最终以1：1握手言和，
这也是国足出征亚洲杯之前在国内进行的最后一场
比赛。几乎全程铁青着脸站在场边指挥的里皮在赛
后发布会上表示：“本场比赛球员的确踢得不好，但
毕竟他们刚刚结束联赛处于疲惫状态，所以赛后并
没有责备球员为何踢得那么差。”里皮依然相信通过
12 月份的 40 天集训，国足会在亚洲杯中有好的表
现。

赛后新闻发布会上，里皮首先希望大家不要给
国足一个否定的定位，因为球队在上半场还是创造
了不少机会，只是在把握上有所欠缺。“球员刚刚结
束联赛，他们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球员状态也不是
最佳时刻。所以在赛后我并没有去责怪球员，也没
有否定球员的表现。”

对于亚洲杯的名单问题，里皮表示：“我认为，亚
洲杯大名单和现在的集训名单基本一致。张琳芃和
郑智下一期肯定会出现在集训名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