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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亚足联已经公布了恒大客场与阿赫利一战的裁判
组名单，韩国人金钟赫将作为主裁判执法这场比赛，这位32
岁的韩国裁判曾在今年年初的亚洲杯上执法了中国队与澳大
利亚队的1/4决赛，此外金钟赫也曾多次应邀执法中超和足
协杯的赛事。而本场比赛的两位助理裁判则都是来自韩国。

明晚客战亚冠决赛首回合

广州恒大再次冲刺亚洲之巅

图为2015年10月31日，广州恒大淘宝队球员在2015赛季中超联赛
第30轮对阵北京国安队的比赛后庆祝夺冠。广州恒大淘宝队客场以2∶0战
胜北京国安队，夺得本赛季冠军，并实现中超五连冠。 新华社发

□记者 王玮皓

本报讯 明晚11点45分，2015亚洲冠军联赛决赛首回合比赛将在迪拜开战，由广州恒大挑战东道主阿尔阿
赫利队。已经夺得中超五连冠的恒大队，渴望继2013年之后第二次登上亚洲之巅，而这也是全国球迷的期待。

论经验

由于亚冠联赛近两年施行严
格的分区制度，东、西亚球队在决
赛之前无法碰面，对于此番恒大的
对手阿尔阿赫利队，不少人都颇为
陌生，但这支队伍并非亚冠新军。
自从2002年亚冠联赛诞生以来，
今年是阿赫利参加的第5届亚冠，
而恒大只是连续参加了4届。不
过，从资历来看，阿赫利则与恒大
有不小的差距。在今年之前，阿赫
利队的亚冠淘汰赛经验为零，他们
的前3次参赛全部是小组赛垫底惨
败出局。去年，阿赫利夺得小组第
三名，依然无力晋级。

本赛季，阿赫利强势崛起，一
路杀入决赛。不过他们的晋级之
路有不少运气成分。小组赛的对
手沙特吉达阿赫利、乌兹别克纳萨
夫、伊朗大不里士拖拉机，都不是
各自联赛的传统强队，最终阿赫利
依靠进球数多的优势才跻身小组
第二，得以出线。随后的淘汰赛，
阿赫利补强了锋线，依靠外援利马
的爆发连战连捷，半决赛更是在最
后时刻才绝杀对手晋级。

相比之下，恒大的亚冠比赛经
验则要远超对手，不仅年年闯入淘
汰赛，而且还有夺冠的经历。2012
年，恒大首次杀入亚冠就取得了前
四名的成绩，2013年更是一路横扫
强敌，夺得了冠军。去年，恒大在
八分之一决赛中遗憾负于西悉尼
流浪者队。今年，恒大的晋级之路
也非常顺利。此外，世界杯冠军教
头斯科拉里也是恒大的优势所在。

论实力

根据德国权威网站《转会
市场》的最近统计，广州恒大
球员的身价达到 4070 万欧
元，而阿赫利则有4060万欧
元，可谓相差无几。阿赫利在
建队思路上也采取了与恒大
一样的方式——疯狂烧钱。
本赛季的花费在亚洲排名榜
首。外援中，阿赫利拥有巴西
国脚中场里贝罗，他曾是恒大
核心高拉特的队友，此前恒大
一度希望引进里贝罗，但无奈
其1500万欧元的身价过高，
只能退而求其次选了高拉特。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巴西
射手利马，从葡超加盟阿赫利
之后，利马在参加的12场比赛
中场场进球，共打入14球，其

中4场亚冠保持了每场一球的
高效率，他也是恒大最需要提
防的关键人物。同时，阿赫利
还拥有前利物浦队的摩洛哥
边锋阿萨伊迪以及韩国新人
权敬源，在外援质量上丝毫不
亚于恒大的巴西三叉戟。而
国内球员中，阿赫利也是阿联
酋的国脚大户，为新一期国家
队贡献了10名国脚，其中不
乏哈里尔这样国家队绝对主
力。从两队的实力对比来看，
几乎不相上下，此前两队从未
有过交手，明晚的比赛开场后
彼此之间应该会有一个漫长
的试探过程，因此，临场应变
和比赛经验将是决定胜负的
关键。

恒大高出一筹

两队伯仲之间

两队同样火热

本赛季亚冠，恒大和阿
赫利都打进了18个进球，只
是恒大的失球数要比对手少
1个。同时，阿赫利队此前6
个亚冠主场3胜3平保持不
败。而在联赛和亚冠的双线
作战中，阿赫利已经在最近
取得了5连胜，他们上一次
在主场输球，还要追溯到今
年的2月份。

广州恒大队的状态同样
火热，自5月20日亚冠联赛
客场1∶2负于城南FC后，球
队已经双线作战25场不败，
刷新了球队的纪录。特别是
斯科拉里上任以来还未尝败

绩，在防守以及对比赛的掌
控方面，恒大较卡纳瓦罗时
代有了显著的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恒
大球员目前的平均年龄为
26 岁，而阿赫利则是 22.8
岁，恒大在体能方面处于劣
势。同时，由于国足11月
12日在长沙迎来与不丹队
的世预赛小组赛。作为国脚
大户的恒大还要为此分心，
因此，斯科拉里在出征前的
两天备战训练中特意提醒球
队，必须要保持高度的注意
力，以防球队在精神上有所
松懈。

论信心

昨日，阿赫利主帅奥拉
罗尤接受采访时表示，能够
晋级亚冠决赛，全队上下已
经带有一种完成目标的轻松
心态：“我们没有任何压力，
只是想去享受即将开始的比
赛。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
定下的目标就是历史上首次
小组出线。随后，我们调整
了目标，杀入四分之一决赛，
此后又相继进入了半决赛。
现在我们进入了决赛，希望
可以拿下冠军。”面对广州恒

大队，奥拉罗尤表示在首回
合的比赛里他们的最主要目
标就是力保不失球，在此基
础上力争拿下比赛的胜利。

而恒大队长郑智在谈到
明日比赛时毫不掩饰对于冠
军的渴望。“所有中国球迷都
希望我们能再一次赢得亚冠
冠军。每个人都对我们寄予
厚望，我们不想让他们失
望。希望新的联赛冠军能在
亚冠中给我们增加信心，并
最终给中国球迷带来快乐。”

韩国裁判组执法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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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

●近远品牌设计：VI标志包装

画册台历挂历 13598837225

●免费设计低价印刷60942052

机械物资

杭州叉车 68697669
转让物资设备

●家有事生产中塑料桶厂设

备 整 体 转 让 1393719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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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认真核实有关证明材料，
签订有效法律合同。

培训招生

●学历证专本硕/资格证会计

经济医护建造师 15937121578
●学历职称资格证13513897893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考电工焊工登高证66662829

招聘

●家电电工教师 15038039611

●飞腾排版、平面设计、02机
05机折页机师傅 13333710758

求职

●资深会计兼职 13526884725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工商咨询

●注册公司记账13937186845
● 注 册 公 司 18539578966
● 代 办 公 司 15516941095
●大额增资验资13526626508
●环评QS生产许可证63910208
●企业上市服务13526629768

●疑难公司快办13213196669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口

退税税务疑难 13253513887
●专业代理记账13949145369
●投资金融服务增资验资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 13333869335
●化妆品●保健品证63612933
●专办生产型企业 86560456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公

司 代 理 记 帐 13592684668

●快办低价注册验资63659753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生产许可证QS认证56012391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册

河南省大中型企业上市服务

公司诚招合作 13503711111
●低办公司资质15517559996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免费注册68268888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技工·八大员 65593711
疑难税务代理
全省税务案件代理 65771569

【资质快办】
建筑●水利●电力 63838000
市政●公路●通信 63858899
机电●石油●矿山 63697099
消防●照明●承修 63830333
钢构●防水●环保 63512939
输变电●装修装饰 63863366
生意投●咨询
项目投资孵化 商业模式优化

连 锁 合 作 ：400-0789-639
省内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环评消防快办
河南环评消防审批 86172660
免费注册

工商疑难处理，大额增资

投资金融快办 15515888182

抵押贷款

车房抵押速贷
低息当天放款 15037159463
贷 款 快 56777787
1-10年循环用欠款房再贷快

新老房银行息额高含郊县

急 用 钱 56777776
身份证房车信用差借款简便

垫资快56777776欠款房再贷

快速56705588贷款
新老房产银行息额度高简便快

欠款房再贷56705588含郊县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条码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标版权专利 63588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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