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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澳

博德利赛车队前天在澳门举行车队

介绍会，率先展示车手阵容，开启第

66 届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的征程。

澳博董事局主席何超凤表示， 今年

是连续第七年担任澳博德利赛车队

的冠名赞助商和特约合作伙伴，以

及连续第五年冠名赞助“澳博澳门

GT 杯-国际汽联 GT 世界杯”。

车队自 1974 年成立以来，合共

在澳门赢得 8 次冠军， 今年以 3 名

精英车手的阵容参赛， 他们力争在

第 66 届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再次

夺冠。

信息时报讯（记者 冯爱军）

傲胜

股份第八届广东省五人足球甲级

（ 粤甲）

联赛暨第七届广东省女子五

人足球甲级

（ 粤女五甲）

联赛第5个

比赛日的比赛， 上周日在广州黄埔

傲胜五星足球公园举行。

本轮战罢，A组晋级四强的球队

已经全部确定，分别是长荣科技~广

州晖联盟、广州铭途、佛山渔文乐-

湛江安铺鸡、广州碧波彩惠科技。

粤甲A组射手榜暂列第一的是

佛山渔文乐-湛江安铺鸡的李建，他

以24个进球高居榜首。

本轮赛事各队分差相当大，不

过进球数大幅增加。 4场比赛共打进

53球，平均每场进球高达13.25个。 暂

列粤女五甲联赛射手榜第一的是广

东志高空调女足梁婉倩， 她已经打

进21个球。

本届赛事的顺利进行， 不仅要

感谢傲胜股份的冠名支持， 还要特

别鸣谢世界500强企业广汽集团传

祺车作为唯一指定用车对本届赛事

的鼎力支持。

11月17日，粤甲联赛B组以及

粤

女五甲

联赛第5轮的比赛将在广州

黄埔体育生态公园继续进行。

信息时报讯（记者 冯爱军）

中国男

篮兵败世界杯后大有一蹶不振之势，而

在国际篮联发布的全新女子世界排名

体系中，中国女篮则高居世界第 8，让中

国男篮相形见绌。

在最新一期国际篮联女子世界排

名中，世界冠军、奥运会金牌得主美国

女篮以 835.6 分保持在了榜首的位置，

澳大利亚女篮以 714.1 分位居第二，西

班牙女篮以 692.7 分名列第三。 而中国

女篮则以 559.9 分，排在世界第 8，排在

亚洲第二位。

新的排名体系从以赛事为主转变

为了比赛为主，比赛范围包括从分区预

选赛资格赛、奥运会比赛、国际篮联洲

际杯赛到女篮世界杯决赛阶段，每一场

比赛的结果都将影响到球队的世界排

名。 在此之前的排名体系完全基于球队

在整届比赛的最终排名。

在这个体系中，国际篮联根据女篮

的历史排名对每场比赛的权重进行了

调整。 比赛积分在排名中所占的比例随

时间递减，以便更好地以球队近期的表

现进行排名。 而在此前的体系中，球队

在 8 年周期内的所有比赛中获得的积

分都价值相同。 此外，新的排名体系将

赋予球队客场胜利，以及对战甚至击败

排名高于自己的球队更高的分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在英超

争夺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刚刚为曼城出

战利物浦却遭遇惨败的斯特林，将英超

比赛中积攒的怨气带到了英格兰代表

队。 昨天英国媒体透露，曼城前锋斯特

林与利物浦后卫乔·戈麦斯在英格兰代

表队集训中爆发冲突，斯特林已被暂时

排除在出场名单之外。

据《每日电讯》透露，两人一开始只

是以开玩笑的方式讨论利物浦 3：1 击

败曼城的那场榜首大战。 但随着情绪升

温，两人的交流最终演化为肢体冲突。

随后，英足总官方宣布，由于在集

训期间的冲突事件，斯特林将不会出战

周四英格兰对阵黑山的欧预赛比赛。

对于弃用斯特林的决定，英格兰主

帅索斯盖特表示：“我们决定不选择斯

特林进入周四与黑山的比赛名单。 对我

们来说，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将俱乐部

的竞争关系从英格兰队中剥离，不幸的

是，利物浦曼城之战的情绪仍存在。 ”

目前， 英格兰在欧预赛 A 组中以

15 分排名第一。英格兰这次集训期间共

要进行两场比赛，分别与黑山和科索沃

交手。 索斯盖特还在考虑要不要让斯特

林直接回家，还是只暂罚一场。

在此次事件中，戈麦斯没有受到任

何处罚，而斯特林也在遭到处罚后第一

时间选择了道歉。 后者在社交媒体发文

称，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每个人都

知道这场

（ 欧预赛）

对我来说意味着什

么。 乔

（ 戈麦斯）

和我说过话，都想明白

了。 我有足够的勇气承认我的

（ 负面）

情

绪占据了上风。 我和戈麦斯都很好，不

要让它

（ 负面的影响）

变得更大。 让我们

把注意力放在周四的比赛上。 ”

国际篮联发布全新女子世界排名体系

中国女篮高居世界第八

澳博德利赛车队

备战澳门格兰披治赛

粤甲联赛A组

四强球队诞生

英超榜首大战引“三狮军团”内讧

斯特林被内部禁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2019-

2020CBA 常规赛昨晚“烽烟又起”，时代

中国广州队在客场痛失好局，以 86：105

遭遇溃败。 本场比赛之前，广州队做出

了大胆的尝试， 用新外援马库斯·亨特

更换了队中头号得分手、 外援凯弗·赛

克斯。

本赛季赛克斯共为广州队出战 3

场比赛，场均得到 33.7 分、6 篮板和 5.7

助攻。亨特身高 1.96 米，同样司职后卫，

曾代表广州出战本赛季的季前赛，场均

得到 13.5 分、3 篮板和 2 助攻。 亨特此

前曾效力于魔术、森林狼等球队。

亨特昨天在自己的广州队首秀上

斩获了 16 分、7 篮板和 3 助攻的数据，

虽然身高远胜于赛克斯，但是在得分爆

发力上，亨特显然和赛克斯不在同一水

平线上。 希望亨特随着和球队的磨合越

加熟练， 在得分上能够做出更多的贡

献。

回看昨晚的比赛，广州队在首节打

出了 35:24 的单节比分， 给主队来了个

下马威。 但第二节和第三节突然出现溃

败，两节合共输给对手 26 分之多。 主力

内线郭凯赛季报废后，广州队启用老将

郑准打首发。 郑准昨天上场 18 分钟拿

下 11 分，进攻端表现依旧高效。 但全场

只拿到 2 个篮板球，在防守端的作用与

郭凯还是相差甚远。

“虎头蛇尾”

广州队客场痛失好局

新外援亨特得分欠佳，与球队尚需磨合

信息时报讯（记者 冯爱军）

2019 年

广东省“中国体育彩票”青少年体操冠

军赛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10 日在东莞

体育运动学校举行， 来自全省 11 个地

市代表队 98 名运动员参加了本次比

赛。 本次比赛由广东省体育局主办，广

东省青少年训练竞赛中心、东莞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承办，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

心、东莞体育运动学校、广东省体操技

巧协会协办，为广东省推广体操项目和

选拔高水平运动员的竞技体操专业赛

事。

省青少年体操冠军赛落幕

新外援亨特（右一）目前展现出来的得分爆发力还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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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冯爱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