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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世界杯主办权揭晓
加拿大 墨西哥
美国联合主办
摩洛哥申办“五连败”

【体坛快讯】

新赛季CBA
要打46轮
常规赛分组揭晓

新华社电 中篮联（北京）体育
有限公司昨天公布了2018-2019赛
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简称
“CBA联赛”）常规赛的分组，本赛
季常规赛增加到46轮。
根据《2017-2022赛季CBA联
赛竞赛方案》所设定，20家CBA俱
新华社莫斯科电 2026年世界杯
设置、交通路线到基础设施，都存在一 乐部将根据他们在2017-2018赛季
最终花落加拿大、墨西哥、美国三国，
定难度。尽管摩洛哥承诺会大幅投入 的最终排名，在2018-2019赛季蛇
而第五次提出申办的非洲国家摩洛哥
场馆、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但 形排列分成四个小组，每组5支球
队。具体的分组情况为：
则再次失利。
还是未能打动足够多的会员协会。
昨天在莫斯科会展中心举行的
在此前国际足联的一份评估报告 第一组：辽宁、深圳、广州、青岛、吉林
国际足联第68届大会上，经过现场有
中，加、墨、美三国的联合申办在基础 第二组：广厦、北京、上海、南京、天津
投票资格的203个国际足联会员协会
设施等方面比摩洛哥有一定优势，三 第三组：广东、新疆、浙江、山西、四川
的投票表决，加、墨、美三国最终以
国在评估报告中总体上获得了5分中 第四组：山东、江苏、北控、福建、八一
依照相关竞赛方案，
134：65票击败摩洛哥，赢得了2026年
的4分，而摩洛哥只获得了5分中的2.7
世界杯足球赛的联合举办权，其中有
分。在所有20项国际足联评估标准中， 2018-2019赛季CBA联赛常规赛
1票选择的是两边都不同意，另有3票
美、加、墨三国有17项被评定为低风 共进行46轮，其中，同组5支球队将
无效。
险，而摩洛哥只在7项中被评为低风 进行主客场四循环较量，不同组之
险，其余都被评为有中或高级别的风 间的球队进行主客场双循环较量，
摩洛哥此前曾四次参与世界杯的
常规赛最终排名靠前的12支球队
申办，但均以失败告终，分别是申办
险。
国际足联已经修改了以前决定世 将晋级季后赛。
1994年世界杯输给美国，申办1998年
世界杯输给法国，申办2006年世界杯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 （右一 ）为加拿大 、墨西哥 、美国申办团队代表颁发证书 界杯举办权的投票规则，此前世界杯
举办权的归属仅由国际足联的24个执
输给德国，申办2010年世界杯输给南
终还是在第一轮投票中失利，未能进 外，还有3个与美国存在回避关系的会 委来投票表决，但在国际足联腐败风
非，但仍锲而不舍地坚持。
员协会没有投票资格，因此现场有权 波出现后，目前的投票规则已改为由
摩洛哥申办团队在现场的宣讲真 入预备的第二轮程序。
国际足联在全球一共有211个会 投票的实际是203个会员协会。
挚感人，他们突出的是摩洛哥人对足
除申办国之外的所有会员协会共同投
2026年世界杯将会有48支队伍参 票表决，当然，其中如果有存在回避关
球运动的巨大热爱、距欧洲很近的地 员协会，出席今天大会的有210个代
新华社巴黎电 法甲球队摩纳
理位置优势、更亲民的门票价格，但最 表，其中除了4个申办国不能投票之 赛，这对主办国将是一个考验，从赛程 系的协会也没有投票权。
哥队与西甲球队马德里竞技队昨
天共同声明称，法国中场新星勒马
尔将在下赛季离开摩纳哥，加盟马
德里竞技。
本赛季的西甲亚军在声明中
称“两队已就勒马尔的转会事宜达
成了初步协议，在接下来的几天，
两家俱乐部将共同努力完成最终
北京时间今晚11点，全球瞩目的 在热身赛中表现一般，未能充分发挥 的协议”。
这名年仅22岁的左翼攻击型
世界杯足球赛将在能容纳8万人的卢 进攻威力。对沙特队之战，正确的指导
日尼基体育场揭幕。面对实力往往被 思想是在阵型和用人方面倾向于进 中场新星原本有可能在一年前加
低估的沙特阿拉伯队，东道主要想取 攻，俄罗斯队有足够优秀的进攻球员， 盟英超球队阿森纳，但摩纳哥在出
胜其实并非易事，要想拒绝“沙漠雄 只要对他们委以重任并发挥出其进攻 售了一系列球员之后，退出了这一
可能高达920万英镑（1英镑约合
鹰”爆冷，俄罗斯队必须做好以下三 威力，擒下沙特是大概率事件。
方面，而22岁的天才中场戈洛文和年
从热身赛的种种迹象来看，切尔 8.54元人民币）的交易。
法国国家队主帅德尚将很多
轻的米兰丘克兄弟组成的攻击组合 切索夫在揭幕战中将使用偏于进攻的
很有可能成为俄罗斯队取胜的关键。 3421阵型，在门将位置上阿金费耶夫 顶级球星留在了本届世界杯的大
尽管热身赛中难求一胜，但来自亚 将首发；后卫线上伊格纳舍维奇将确 名单之外，但却一直对勒马尔抱有
洲的沙特队在西班牙新帅皮济的带领 定首发，其余两人可能是库德里亚绍 信心。这名小将也没有辜负德尚的
下却渐有起色，加上有10号萨赫拉维、 夫和斯莫洛夫；在中场的两翼将由萨 信任，在今年3月与哥伦比亚队的
18号多萨里和8号谢赫里构成的技术流 梅多夫和日尔科夫两员老将担纲，而 比赛中取得进球。
攻击线很有威胁，在热身赛中已7场不 双后腰基本是偏于防守的库兹亚耶夫
胜的俄罗斯队没有轻视对手的理由。 和佐布宁；在双前腰位置上，效力于莫
俄罗斯队首战必须以积极进攻为 斯科中央陆军队的攻击型中场戈洛文
耶罗上任
指导思想，在中前场用人上不可保守。 将占据一个主力位置，而另一个位置
新华社马德里电 世界杯开赛在 员”。前皇马名宿临危受命，肩负起了带 东道主毫无疑问想在首战中从同组实 将由扎戈耶夫或阿·米兰丘克担任；单
即，西班牙国家队却遭遇当头一棒。昨 领球队征战本届俄罗斯世界杯的重任。 力相对较弱的沙特队身上全取三分， 前锋为能力全面的斯莫洛夫。
天西足协宣布，解雇刚刚被宣布与皇
耶罗在球员时代曾效力皇马长 为小组出线锁定必需的筹码，毕竟此
戈洛文是这支俄罗斯队最为才华
马签约三个赛季的主帅洛佩特吉。 达14个赛季。退役后他一度在西足
后的埃及队不好对付，而乌 横溢的球员，年仅22岁的他拥有远超
西班牙足协主席鲁比亚莱斯在 协出任体育总监，又在马拉加俱乐
拉圭队更是兵强马壮。然而， 这个年纪的球场气度，他是整个球队
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的西班牙 部做过总经理。2014-2015赛季这
俄罗斯队主帅切尔切索夫执 的进攻策源地，球一旦到了他脚下就
国家队驻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名前皇马“铁血队长”回归皇家马德
教思路略偏保守，倾向使用 会变得合理，他的组织和梳理堪称大
这一决定。他说：“我们不得不解除国 里，成为时任皇马主帅安切洛蒂的
3421阵型和两名防 师级，但戈洛文是典型的
家队教练的职务。祝他好运。西班牙 助教。2016-2017赛季，他又作
守型后腰的俄罗斯 需要球权的球员，在前腰
国家队未来所能取得的成绩也将是 为主教练执教了西乙球
位置上如果不能更多得到
得益于他此前所展开的工作。”
队奥维耶多，这也
球权，倒不如将其回撤至
此前不久刚刚与足协续约的洛佩 是他履历上唯一
后腰进行拿球组织，而如
特吉在一天前突然被宣布将在世界杯 一次担任
果出现在前腰位置上的是扎戈耶夫或
后出任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主帅，而西 球队主帅
阿·米兰丘克，则这个阵容的整体攻击
班牙足协此前却没有收到任何相关信 的经历。
力将更加强大。
息。鲁比亚莱斯对此非常不满。
作为
（ 新华社 ）
勒马尔
“足协对（洛佩特吉与皇马之间 西班牙国
的）这桩谈判一无所知，直到新闻出 家 队 主
广
告
体彩新视界
来前5分钟，我接到一两个电话才知 帅，耶罗
周四俄罗斯VS沙特，比赛时间：6月14日 变数，原本被认为是首发前锋的萨赫拉维在这三
道发生了什么。有一些行为准则是必 面临的首
场热身赛中只出战了两场并且都是替补身份，如
23：00。
须遵守的。西班牙国家队是所有西班 场考验将
东道主俄罗斯世界杯前进行了两场热身赛， 果萨赫拉维不首发的话，穆瓦拉德可能被顶上锋
牙人的队伍，而世界杯是最重要的赛 是与葡萄
分别0比1输给奥地利、1比1战平土耳其，至此俄 线位置。
事。我们不得不做出某些决定。”鲁比 牙的世界
本场被誉为历届世界杯最弱的揭幕战，两队
罗斯在热身赛中已经连续7场不胜。两场热身赛
亚莱斯说。
杯小组
俄罗斯分别演练了451和541两套阵型，单前锋 在最新公布的国际足联排名中位居本届世界杯
鲁比亚莱斯还强调，洛佩特吉在 赛。这场B
仍是斯莫洛夫，赛前他也表示要为球队承担更多 的倒数两名，其中东道主俄罗斯更是32强中排名
出任西班牙主帅期间工作“非常出 组重头戏
最低的。俄罗斯近期热身赛连战不胜，相对低迷
得分任务。
色”，但“作为一名足协的工作人员， 将于当地
沙特阿拉伯世界杯前进行了三场热身赛全 的状态加上缺少实力派球星，出线前景多少令人
在足协缺席的情况下做了这些举动， 时 间 6月
败，分别1比2意大利、0比3秘鲁、1比2德国队，其 担忧，但作为欧洲球队，俄罗斯毕竟各方面都占
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15日在俄
中对阵秘鲁的比赛球队派出了替补为主的阵容， 据一定优势，加上东道主的便利，本场相信俄罗
此前曾任西足协体育总监的耶罗 罗斯索契
而与两支强队交锋沙特都是主力尽出。目前球队 斯还是能够力争一场开门红，只是以他们自身状
戈洛文
在洛佩特吉“下课”后成为了“救火队 进行。
（ 张瑜 ）
的后防线组合位置比较稳定，但是进攻线上存在 态，小胜的可能性更大。

勒马尔
加盟马竞

世界杯·重磅

世界杯·前瞻
世界杯北京时间今晚11点揭幕

西班牙队临阵解雇主帅 揭幕战俄罗斯拒绝爆冷
耶罗成为“救火队员”

历届世界杯最弱的揭幕战今晚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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