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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冠半决赛今晚开战

5000 万重奖，恒大能拿多少？
□记者 王玮皓
本报讯 今晚，广州恒大将坐镇主场迎来 2015 亚冠联赛半决赛首回合，对手
是来自日本的球队大阪钢巴。为了激励球队，恒大投资人许家印赛前开出了净胜
1 球奖 500 万元、封顶 5000 万元的巨额奖金，之所以悬赏巨奖，是由于恒大的赛
程为先主后客，此役以大比分拿下，
才能占据晋级的先机。

足坛短波

双方未曾交锋过
由于亚冠决赛前是采取东
西亚分区规则，半决赛也就成
了东亚俱乐部之间的决战。进
入淘汰赛后，恒大先后将城南
FC、柏太阳神两支韩日球队淘
汰，而大阪钢巴则相继战胜了
首尔 FC 与全北现代两支韩国
球队。
从 2012 年亚冠小组赛开
始，恒大先后对阵过柏太阳神、
东京 FC、浦和红宝石、横滨水
手、大阪樱花、鹿岛鹿角共 6 支
日本球队交手，取得 15 战 9 胜
3 平 3 负的战绩，占据着巨明显
的优势。连续 4 年，恒大在淘
汰赛中面对日本球队都顺利过
关。但与大阪钢巴交锋，恒大
还是首次。
2008 年，大阪钢巴曾捧起
亚冠冠军。今年的亚冠之路，
大阪钢巴极为顺利，已经连续

卡马乔上诉 FIFA
告足协拖欠解约金

8 场 不 败 ，拿 到 6 胜 2 平 的 战
绩。大阪钢巴亚冠历史上
10 次与中超球队交战，战
绩为 5 胜 2 平 3 负。让人
印象深刻的是今年亚
冠小组赛中，大阪钢
巴 两 回 合 7:0 横 扫
广州富力，攻击力
可见一斑。其锋
线球员宇佐美贵史
目前是 J 联赛的射手
王 ，本 赛 季 在 俱 乐 部 及
国家队两线打进 23 球，本
赛季亚冠 4 球进账的巴西前
锋帕特里克也是恒大需要格
外注意的球员。中场方面，35
岁的日本老牌国脚远藤保仁
是球队的核心，远藤保仁和郑
智同岁，都曾获得亚洲足球先
生，这场比赛也是两人的直接
较量。

昨日，据西班牙媒体《阿斯报》
透露，因中国足协没有全额支付卡
马乔的解约金，卡马乔已向国际足
联提出上诉，
国际足联已经受理。
在 2013 年 6 月 15 日率领中国
队以 1：5 惨败给泰国队之后，中国
足协与卡马乔解约。当时《体坛周
报》报道称卡马乔的解约金高达
645 万欧元，
中国足协承担税费。
如果中国足协拖欠卡马乔的
违约金被国际足联的纪律委员会
确认，那么最严重的处罚结果是被
逐出世预赛。因为欠薪被剥夺世
预赛资格的处罚早有先例，津巴布
韦就曾经因为拖欠着国家队前主
帅吉奥吉尼的薪水，被国际足联剥
夺了参加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预
选赛的资格。
李哲

恒大 8 将身背黄牌
亚冠半决赛采取两回合制
比赛，恒大的赛程是先主后客，
这就要求恒大首回合在主场必
须全力争胜，而且还要获得足
够多的净胜球，将被翻盘的风
险降到最低。为了激励球队尽
可能多进球，恒大老板许家印
赛前开出了 5000 万元的净胜
球 奖 ，每 净 胜 1 球 奖 500 万 。
当然，恒大必须净胜 10 球才能
拿到全部奖金，并不现实，但俱

布拉特坚称
不会提前“下课”

乐部依然希望球队只用一场比
赛就把悬念终结。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亚冠
淘汰赛实行的是两张黄牌停赛
的规则（进入决赛后清零），目
前恒大阵中高拉特、保利尼奥、
金英权、张琳芃、冯潇霆、黄博
文、郑龙与梅方等 8 位球员都
有一张黄牌在身，如果此役再
得黄牌，下一回合就将停赛，恒
大今晚也要尽量避免黄牌。

据新华社电 麻烦缠身的国际
足联主席布拉特昨日表示，他没做
任何触犯法律的事情，不会提前
“下课”，
将继续留在主席宝座上。
这个 79 岁的瑞士老头的美国
律师理查德·古林随后发表一份声
明说：
“ 布拉特主席今天同国际足
联工作人员发表了讲话，告诉他们
他正在配合当局的调查，并重申他
没做任何违法或者不妥的事情。
他声明自己会继续担任国际足联
主席。”
布拉特目前内忧外困。他不
仅要面临瑞士司法部门的调查，还
要接受国际足联内部道德委员会
的问询。根据国际足联有关章程，
这个独立的道德委员会如果认为
布拉特有问题，有权力暂停他在国
际足联的职务。

大阪主帅无法现场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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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大阪钢巴主帅
长谷川健太今晚只能作壁上
观。由于此前在四分之一决赛
绝杀全北现代队的比赛中，长
谷川健太因为头脑发热直接冲
进球场庆祝而被主裁逐上看
台。根据亚足联规定，凡因为
违规被罚出场外的教练不仅无
缘下场比赛，而且不得使用任
何无线电通信设备遥控指挥自
己球队，并且比赛中场不得进
入球员休息室。长谷川健太赛
前透露，他已将指挥权交给了
球队核心远藤保仁。

郑智在昨日的训练中

对于今晚的比赛，恒大主
帅斯科拉里给出了他的计划
——不仅要赢球，而且不能让
对手拿到客场进球，力争第一
回合就击垮对手。
“我希望球队
能充分利用主场优势，确保球
队将出线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
中。”斯科拉里说，
“这场比赛很
关键，我要求球员在场上每一
秒都要专注，必须尽量避免失
球，确保在次回合的客场比赛
中能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我们
已经下定决心，在未来的比赛
中，
绝不会让球迷失望。”

奥特朗热水器：十五年专注，只为那一度而生
2015 年，快速热水器标志性品牌奥特朗迎
来了 15 周年庆典。
从即热式切入市场，奥特朗如今已经拥有了
电热、燃热、空气能等众多品类，完成了在热水器
市场的全面布局，致力打造高端的、专业的热水器
品牌形象。
即热式：只为恒温那一度
从档位调温、无级调温、智能恒温到智能全恒
温，奥特朗推动“恒温”成为即热式电热水器的必
备功能，
但是当冬天水量大或水温太低，
热水器的功
率用完时，热水器无法自行调节水量，
“恒温”电热
水器就不恒温。奥特朗全恒温热水器攻克了这个
难题，通过微电脑来设定温度的动态数据，可控硅
调节功率，
步进电机调节水量，
让水温不再忽冷忽热。
多模：让浪费再减少一度
多模是指一台热水器拥有即热、智能、速热多

种模式，它没有即热式的安装条件限制，又克服了
储水式体积大、加热慢、能耗高的缺点，体积通常
在 20-30L，热水充沛更舒适；春、夏、秋季即开即
热，冬季也只需要 10-20 分钟。由于没有预热和
保温的热量损失，非常节能，证明热水器“体积越
大水量越多，
功率越大越耗电”是错误的。
15 年专注热水器，只为那一度而生
自创立以来，奥特朗专注只做热水器，即热式
销量优势明显，是《快热式热水器》国家标准起草、
制定单位之一，也是《储水快热组合式》
（即多模）
行业标准起草工作组组长。为了感谢用户对奥特
朗一直以来的支持与信赖，
2015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18 日，
奥特朗将以开展大规模的感恩回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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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阻碍皇马进攻
声音

上场那一刻
就不会再想奖金
恒大提高了净胜球的奖金，为比
赛提升了许多谈资和悬念，叫阵双方
是如何看的呢？
恒大队长郑智：许老板更多的还
是传递了自己对于球队的激励和鼓
励，也提出了对球队新的要求。作为
职业球员，当大家踏上球场的那一
刻，就不会去想什么奖金的事情，而
是想着如何取胜对手和攻入更多的
进球。
大阪队主帅长谷川健太:这种激
励方式在日本 J 联赛的其他球队中也
有过，但是大阪钢巴不会用这样的方
式。对于我们的队员来说，他们不会
把注意力分散在比赛之外。”

瑞典球队
缩短球场宽度
10 月 1 日凌晨，西甲豪门皇家
马德里队将会来到瑞典与马尔默
队进行一场比赛。面对实力强大
的银河战舰，马尔默队决心充分利
用主场的优势，据西班牙媒体《阿
斯报》的消息，马尔默队重新划了
球场的边线。
国际足球比赛的球场的长度
与宽度并不是固定的数值，按照规
定，足球场的长度为 100 米到 110
米，
而宽度为64米到75米。这也就
意味着主场作战的球队可以在规
则允许的范围内更改球场的尺寸。
如果把球场的宽度变窄将会
让球员之间的空当变得较少，一定
程度上减少球队的防守漏洞，也会
让皇马在进攻中的机会变得更少，
马尔默队希望用这种方式加大皇
马进攻的难度。
阿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