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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球队的名字都要怎么改？

按照中国足协的要求，各俱乐部
需要在2020年 12月 31日之前提交
符合要求的中性化队名，拟用的名称
是否最终获得许可，中国足协会在1
月15日之前进行反馈。目前，来自中
超、中甲、中乙三级联赛的54支球队
全部提交了新的中性化队名。从中超
的16支球队来看，大部分已经明朗。

大连队在去年就率先更名为“大
连人”。南粤三雄也进行了官宣，广州
恒大改为“广州队”，广州富力选择了

“广州城”，深圳佳兆业则同样改为简
单的“深圳队”。

上海申花和长春亚泰两家有着
20多年历史的老牌球队都申报了原
名称，首先，各自俱乐部的控股方和

“申花”、“亚泰”二字没有任何关联，另
外，两家球队名字已经成为了当地的
足球符号，通过中国足协的审核不会
有太大悬念。最不纠结的就是山东鲁
能，山东足球职业化之初，第一个名字
就叫“山东泰山”，此次更名是传统的
回归，球迷也都喜闻乐见。

此前，部分俱乐部通过官方投票
的方式征求球迷意见，天津泰达的投
票中“天津卫”这个名字呼声最高。而
武汉卓尔的投票中，“武汉黄鹤楼”、

“武汉人”受到球迷青睐。
江苏苏宁、上海上港、青岛黄海的

新名称则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俱乐部

倾向于“上海城”、“江苏队”、“青岛人”
这些简单的名字，但官方都没有公布
确切的消息。

另外，重庆当代、河北华夏幸福两
家俱乐部明确表示，新名称处在保密
阶段，通过审核之后才会正式公布。

北京国安正在为保名做最后的冲
刺，国安俱乐部并未向足协递交新名
称，而是提交了一份延期申请。为了留
住“国安”二字，控股方中赫集团提出
将中信集团持有的30%股份全部收
购，这样一来就可以规避商业关联的
问题，由于股权转让事宜相对复杂，国
安希望足协能给予更充足的时间。

球迷抵触情绪强烈，
“洛阳龙门”还会再改？

在此次中性名政策的实施过程
中，河南建业、河南球迷成为了受影响
最大、受情感冲击最强烈的一方。中国
足球1994年职业化以来，河南建业是
唯一没有更换过名字和赞助商的球
队，堪称中国足坛的旗帜。然而在中国
足协的政策之下，这一令无数球迷最
为骄傲之处，却成为了致命的要害
——“建业”二字结结实实踩到了政策
的红线。

2021新年钟声敲响之前，河南建
业俱乐部发布了拟更名为“洛阳龙门”
的消息，跨度如此之大的变化出乎所
有人预料，河南球迷瞬间炸了锅。元旦

假期，网上的吐槽声一浪高过一浪，多
个河南球迷组织宣布即刻解散，大量
购买了年票的球迷喊出了退票，激进
的球迷烧了球衣，甚至不少球迷来到
航海体育场门前抗议。处在风口浪尖
的建业俱乐部始料未及，感到了前所
未有的压力。

从球迷的反应来看，除了对建业
的不舍，主要集中在对去掉“河南”二
字的不满。“洛阳龙门”这个新名字的
地域性太强，省队变市队，失去了河南
符号，无形中让球迷割裂了感情，拉大
了距离，失去了寄托。

“球迷这么强烈的反应，我们不可
能置若罔闻。”建业俱乐部一位负责人
表示，因为新名称还处在“拟更名”阶
段，上报中国足协后，需要一个审核的
过程，“俱乐部等各方也会结合球迷的
意见，不排除再做修改的可能，一切都
还存在变数。”至于“河南”二字加不
加？“洛阳龙门”怎么改？俱乐部方面表
示，这个问题已经不以建业一方的意
愿为主导，需要省、市，以及体育相关
部门等各方协商，拿出最终的结果。

建业为什么选择洛阳？

“持续26年4个月之久的建业足
球俱乐部就要结束了，虽然股份百分
之百还是我们的。你原来养着它这么
多年，你今后还得养着它，但是它不能
叫你的姓了。就是这个规定，我们也不
能例外。”谈到更名，建业俱乐部投资
人胡葆森也颇为无奈。

据记者了解，此前，就建业更名一
事，河南省体育局给河南省政府进行
了书面报告，阐述了更名的前因后果。
无论从商业范畴还是情感角度，建业
都不希望改名，毕竟足球之于建业具
有无可估量的意蕴和价值。然而从法
律的角度来讲，建业对足球的投资主
要来自于旗下三家上市公司，以品牌
赞助费的名义投入，更改为中性名后，
根据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将失去以品
牌赞助费列支的基础。而依照中国足
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引进国有企业
和平台、社会组织共同组建新的俱乐
部，将是未来的趋势和出路。

为什么洛阳能够胜出？近来，球迷
们做了不少举例和猜测，其实建业在
解释中作了概括，是基于“地方政府给
予俱乐部发展支持力度等情况综合考
虑做出的决定”。应该说，建业接过洛
阳的橄榄枝，是俱乐部在现实情况下
求生存的务实选择。

本报讯 虽然建业队更名一事
闹得沸沸扬扬，但球队的引援和备
战没有受到丝毫影响，都在按部就
班进行。新年伊始，建业俱乐部相
继宣布了引入内援迪力穆拉提，以
及外援舒尼奇。按照主帅哈维尔的
计划，建业队将在1月15日集中，
进行两个阶段的冬训。

外援舒尼奇是一名身高达到
1.94米的中后卫，作为波黑国脚，他
踢过德甲、意甲，打过世界杯，是
一名实力悍将。2020赛季，建业
在中超第一阶段表现不佳，特别是
防守极为糟糕，第二阶段，舒尼奇
从北京国安租借至建业，在他带领
下的建业6场比赛保持不败，后防
线固若金汤，舒尼奇成为建业的保
级功臣，主帅哈维尔对他极为认
可。为此，建业正式从北京国安买
断了舒尼奇，他的加盟，为建业后防
线带来了保障。

另外，22岁的新疆小将迪力穆
拉提从重庆当代转会加盟建业，司
职边后卫的他最大的特点是速度
快，近两赛季，迪力穆拉提在中超表
现可圈可点，成长迅速的他曾多次
入选中国国奥队。在哈维尔看来，
迪力穆拉提非常具有潜力，让球队
的阵容更加完整。

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今年球队
将无法进行海外拉练，建业的冬训
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全
队会在1月15日集中，前两周在中
牟基地进行恢复性训练，随后将前
往场地和气候俱佳的海口，进行技
战术训练。球队在春节假期后进入
第二阶段集训，地点就在中牟基地，
在此基础上，会尽力前往南方的城
市，和中超球队进行一到两场热身
赛，检验冬训成果。

“目前，我们一线队所有的外教
成员都回到了国内，正在按照防疫
要求进行入境隔离，相信通过我们
的团结努力，会把冬训准备得非常
充分。”哈维尔表示，“我们会在培养
年轻人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成绩，表
现出拼搏、坚韧、专治各种不服的精
神，我们要把赢球当成习惯，真正打
出符合中原足球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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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173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853834元。

中奖注数
528注
504注

0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21002期

中奖号码：6 6 7

单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173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804098元。

中奖注数
444注
388注

0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21003期

中奖号码：1 1 3
“排列3”第21002期中奖号码

3 5 5
“排列5”第21002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21001期中奖号码

前区02 06 12 19 33后区08 09

3 5 5 2 2

“排列3”第21003期中奖号码

8 8 0
“排列5”第21003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21002期中奖号码

7 0 7 0 7 8 + 8

8 8 0 4 9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392184元，
中奖总金额为167277元。

每注金额
12401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1003期
中奖号码

5 13 14 17 20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奖注数
5 注

343 注
5763 注
215 注
258 注
10 注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387046元，
中奖总金额为162189元。

每注金额
14978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1002期
中奖号码

2 5 11 12 17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奖注数
5 注

253 注
4957 注
166 注
223 注

8 注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1102 03 13 18 20 31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7034106 元
201796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10 注
126 注

1794 注
84577 注

1553167 注
12387835 注

0 注
5 注

136 注
4280 注

70755 注
487343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1001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7405836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5417245元。

建业拟更名为“洛阳龙门”
俱乐部：结合意见，不排除再做修改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王玮皓 文 张琮 摄影

新年来临，足球俱乐部都按照规定向中国足协提交了新的中性名称，
而河南建业拟更名为“洛阳龙门”的消息，在引爆中国足坛的同时，登上了
热搜榜。新名称丢掉“河南”二字，无疑让河南球迷的情感受到了重创。
面对舆论一边倒质疑，建业俱乐部方面表示，目前新名称仍在中国足协的
审核阶段，将结合球迷的意见，相关各方会认真对待，不排除再做修改。

建业引入内外援
冬训计划两步走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王玮皓

河南建业拥有大批忠诚的球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