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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中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
联盟运动员发展总裁张弛 9日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下调工资帽是绝大多
数俱乐部投资人的意愿，也跟联盟分
配给各队参赛费的浮动有关。
与上赛季相比，新赛季本土工资

帽上限不变，仍为 4400 万元人民币。
下限由上赛季的 2000 万元人民币降
为 1600 万元人民币，单一国内球员
基本工资上限由上赛季的 800 万元
人民币降为 600 万元人民币。单支球
队的外援工资帽上限也从上赛季的

700万美元降为 500万美元。
张弛告诉记者，CBA的工资帽基

准值在 2021-2022 赛季将与新建立
的参赛费基准值以及 A值基准值挂
钩，经过计算，新赛季的工资帽基准值
下调为 2400 万元人民币，这也体现
了“量入为出”的原则。根据 CBA 俱
乐部投资人商定的结果，新赛季基本
工资帽缓冲值分别为 2000 万元人民
币（上限）和 800 万元人民币（下
限）。单一国内球员基本工资上限（C
值）与工资帽基准值相关联，因此也
按照比例下调。
“国内球员整体工资帽上限为

4400 万元，主要是俱乐部投资人考虑
到合同的延续性以及保持工资投入的
基本稳定来确定的。下限有所降低，是
考虑目前的市场环境和俱乐部实际运
营的情况。”张弛说。

张弛还解读说，单一国内球员基
本工资上限的下降，针对的是签订新
合同以及续约的球员，不影响那些合
同还在有效期内的球员。此外，外籍
球员整体薪酬限额是“软帽”，不是
“硬帽”。如果超出 500 万美元，俱乐
部需要按照阶梯税率缴纳调节费，超
出部分越多，缴纳的调节费比例越
高。

晨报记者 黄宇龙

6月 9 日，长三角智力运动一体
化合作签约仪式在上海市棋牌运动
管理中心召开。上海市体育局一级巡
视员赵光圣、上海市体育局规划产业
(法规 )处邹延、上海市棋牌运动管理
中心主任单霞丽、江苏省棋牌运动管
理中心主任杨伊明、浙江省智力运动
管理中心主任毛昭平、安徽省社会体

育指导中心主任丁燕燕等领导出席
仪式。
赵光圣巡视员对长三角智力运动

一体化合作进行指导并提出三点要
求：一是扩大长三角地区智力运动的
社会影响力；二是促进长三角地区智
力运动交流；三是满足长三角地区居
民参与智力运动的需要，提升获得感
和幸福感。希望通过本次签约，三省一
市智力运动主管部门能贯彻落实《长

三角地区体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意见》精神，按照长三角地区体育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安排部署，
齐心协力，切实推进长三角地区智力
运动一体化合作，加强长三角区域优
势资源整合与共享，推广智力运动项
目，传播智力运动文化，服务广大智力
运动爱好者，提升区域智力运动水平，
为长三角体育一体化发展做出有益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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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备战东京奥运会，中国女足
8日公布了 26人集训名单，王霜、
吴海燕等众主力在列，乌日古木
拉、刘靖等小将入选。全队将于 10
日在香河国家足球训练基地开启
一个月的奥运封闭备战。
本次集训队员共 26人。
门将：彭诗梦、朱钰、杨艳、丁旋
后卫：翟晴苇、李梦雯、王晓雪、

娄佳惠、罗桂平、林宇萍、吴海燕、陈
巧珠

中场：张馨、唐佳丽、肖裕仪、沈
梦雨、马君、姚凌薇、李晴潼、龙晨、
王焱、刘靖

前锋：王珊珊、王霜、杨曼、乌日
古木拉

从名单上看，队员大部分都参
加了东京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选赛
附加赛。此外，也有“新鲜血液”入
队，包括王焱、龙晨、刘靖、乌日古木

拉。四人均为中前场球员，王焱、龙
晨属伤愈归队；乌日古木拉和刘靖
则是因为在女超联赛第一阶段比赛
中表现抢眼，为自己争取到了机会，
特别是乌日古木拉，三轮联赛打入
两球，硬朗的作风让她进入教练组
视线。
目前，除去四名守门员，中国女

足已基本形成两套阵容。集训期间，
全队将重点在技战术演练、体能储
备上着力，最终教练组将从 26 人
中选出状态最好的 22 人前往东
京。

今年 5 月至 6 月初，女足国脚
们分别代表各自的俱乐部和省区市
队参加了女超联赛第一阶段比赛及
全运会资格赛，以保持竞技状态。但
贾秀全表示，国内赛事速度与节奏
慢，要达到奥运会比赛要求，每名队
员需在集训期间付出 200%的努
力。“这一个多月的集训将会很辛
苦。”他说。

据新华社报道

2021 年世界女排联赛前三周的
比赛 8日告一段落，以替补阵容出战
的中国女排在前九场比赛中 4 胜 5
负。为何这次比赛中国女排打得如此
艰难？主教练郎平为何坚持用这样的
方式练兵？这样的战绩是否会影响中
国女排征战东京奥运会的前景？

其实，自 2013 年重掌中国女排
帅印以来，用世界女排联赛包括其前
身世界女排大奖赛练兵就是郎平的
“常规操作”，这与其“大国家队”的
思路一脉相承。通过类似高水平国际
赛事的磨炼，中国女排提升了阵容深
度，为夺得里约奥运会冠军和两届世
界杯冠军奠定了坚实基础。

有所不同的是，在以往的练兵
中，中国队的二线阵容也能发挥较高
的水平，对世界二流强队胜多负少，
像这次四连败的情形从未出现过。因
此，球迷们有些担忧也很正常。

回首 2019 年女排世界杯赛，中
国女排以全胜战绩成功卫冕。不过，
细心的球迷会发现，在那次比赛中，
中国队的主力与替补之间泾渭分明，
替补球员在关键比赛中的出场机会
不多，尤其是在副攻和接应这两个位
置上。
客观而言，与里约奥运会周期朱

婷、袁心玥、张常宁和龚翔宇的异军突
起相比，东京奥运会周期中国队新人
成长的速度明显下降，除了李盈莹之
外暂时还没有新人具备挑战主力位置

的实力。正因如此，在前九场雪藏了朱
婷等主力球员的情况下，中国队这次
的“练兵之旅”显得有些艰难，而这种
艰难所反映出的替补球员在比赛经验
和把控能力上的不足，恰恰是郎平在
最近两年一心想解决的问题。
不过，这种没有退路的逆境之旅

或许也是年轻球员成长必须付出的
代价。经过四连败的磨砺之后，副攻
杨涵玉和王媛媛在对巴西队的比赛
中攻防两端均有出色表现，自信心的
增强也让人眼前一亮。副攻位置的练
兵对中国队最为关键，因为带伤坚持
的主力老将颜妮已经 34 岁。如果杨
涵玉和王媛媛能够保持对阵巴西队
时的状态和心气，中国队在这个位置
上的深度将明显提升。

二传姚迪和接应栗垚也是这次
比赛郎平重点考察的队员。虽然她们
的表现还有提升空间，但也经受住了
一定的考验。
在朱婷、袁心玥等主力缺阵的情

况下，担任代理队长的张常宁不辱使
命，表现出了超一流的水准。主力阵
容回归之后，中国队将拥有朱婷、张
常宁两个稳定的超级强攻点，这对即
将征战东京奥运会的中国女排是个
利好。
可以预见的是，朱婷等主力球员

加入之后，中国女排在世界女排联赛
的战绩会大幅提升。不过，郎平考察
替补队员的工作显然还没有结束。中
国队这次战绩的波动不会影响中国
队作为东京奥运会争冠热门球队之

一的位置，郎平付出宝贵代价练兵的
目的是寻找“双保险”，增加夺冠概
率，而这项任务并不轻松。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的比赛
中，中国女排屡屡因为一传波动影响
整体发挥，拦网的总体表现也不甚理
想。主力球员回归之后，中国队仍会
面临类似挑战。在东京奥运会开赛之
前，相信中国队教练组会着重解决这
两个方面的问题。

由于各队对世界女排联赛的目
标、策略各不相同，这次比赛的排名
和东京奥运会各队成绩的关联度也
许不会太高。一个多月之后，中国队
最需要提防的可能是目前同样 4 胜
5负、同样以替补出战练兵的世锦赛
冠军塞尔维亚队。

晨报记者 孙俊毅

本周四被列入中国体育彩票足
球竞彩项目的重点赛事是巴西杯。

周四 101 巴西杯 11 日 06:00
塞阿拉 VS 福塔雷萨
上周中，福塔雷萨在巴西杯第3

轮首回合主场 1 比 1 战平塞阿拉。
时隔一周，双方迎来次回合对决，两
队同处福塔雷萨，彼此之间相当了
解，最近 12 次交手，塞阿拉 3 胜 5
平 4负，近4次碰面3度战平。

不过在上周末的巴甲第 2 轮，
两队结局大相径庭，福塔雷萨主场5
比 1大胜劲旅巴西国际，塞阿拉客
场1比 3输给桑托斯。另外，福塔雷
萨的优异状态已经延续多时，各项
赛事近10场 6胜 4平保持不败，塞
阿拉同期战绩为4胜 3平 3负。
竞彩胜平负推荐：
塞阿拉 VS 福塔雷萨 负

周四 103 巴西杯 11 日 08:30
巴西国际 VS 维多利亚

巴西杯第 3 轮首回合，巴西国
际客场 1 比 0 小胜维多利亚，加利
亚多打入全场唯一进球，但在上周
末的巴甲第 2 轮，巴西国际却客场
1比 5惨败于福塔雷萨，各项赛事
近 6场首次输球。

不过，维多利亚近况也不理
想，上周中与上周末的巴西杯和巴
乙连续输球，近一个月以来各项赛
事近 5场 2 平 3 负。就整体实力来
说，身处巴甲的巴西国际无疑强于
巴乙球队维多利亚，但双方最近 12
次交手，巴西国际 5胜 3 平 4 负优
势不大，自 2014 年以来近 9次碰
面从未战平。巴西国际本赛季的重
心肯定还是解放者杯与巴甲，巴西
杯会是练兵场。
竞彩让球推荐：
巴西国际 VS 维多利亚 胜

公益体彩

郎平为东京奥运会寻找“双保险”

●
中国女足奥运集训 26人名单公布

福塔雷萨状态优异

长三角智力运动一体化在沪签约

CBA联盟：

工资帽下调是绝大多数投资人意愿

单一国内球员基本工资上限的下降，不影响那些合同还在有效期内的球员。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