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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

北

京时间昨日凌晨， 欧足联官方宣布

对因违反欧足联财务公平法案的英

超曼城俱乐部予以处罚， 后者因此

被罚欧战禁赛两年， 外加 3000 万欧

元的罚款。

此前德国媒体爆料， 曼城俱乐

部有做数据虚报球队赞助商收入，

以及通过第三方支付， 规避实际高

支出和开销的行为。 曼城提交虚假

的报告欺骗欧足联， 违反财务公平

法案。 去年春天， 欧足联宣布对曼

城展开详细的调查。

按照欧足联的说法， 他们指派

的俱乐部财务控制机构的独立调查

团在对曼城进行彻底的调查后提交

报告， 这份报告确认曼城在 2012 年

到 2016 年间有违反财务公平法案的

欺诈行为。 欧足联在今年的 1 月 22

日进行了听证会， 随后对曼城作出

上述处罚。

欧足联拟定在 2020/2021 赛季

以及 2021/2022 赛季禁止曼城参与

欧冠、 欧联杯等赛事， 并且罚款

3000 万欧元。 不过欧足联的这一处

罚目前并不意味着最终裁决， 曼城

仍可向体育仲裁机构提起申诉。 曼

城方面表示对于欧足联的决定失望

但并不意外， 他们表示将向国际体

育仲裁法庭提起上诉。

西班牙有媒体分析说， 如果曼

城上诉失败的话， 势必将在今夏分

崩离析。 西班牙 《阿斯报》 指出，

瓜迪奥拉很有可能将会就此转投尤

文图斯。 瓜迪奥拉在西甲、 德甲和

英超都拿到过冠军奖杯， 他可以在

尤文尝试集满四大联赛的冠军。 而

且瓜迪奥拉不太可能回西班牙执教，

他已经多次表态巴萨生涯已经结束。

而考虑到他对巴萨的感情， 他也不

太可能去其他西甲球队成为巴萨的

敌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昨日

中午， 在美国阿肯色州举行的泰森

室内田径赛中， 广东短跑名将梁小

静以 7 秒 21 夺得女子 60 米项目冠

军， 为中国短跑取得“开门红”。

在预赛中， 梁小静跑出 7 秒 20

位列第一，这一成绩追平了她个人最

好成绩，此前她曾在全国室内赛和室

内亚锦赛两次跑出 7 秒 20。 在决赛

中，梁小静表现同样出色，她与韦永

丽最终包揽冠亚军。

赛后， 夺冠的梁小静仍惦记着

同胞， 她通过社交平台发布一条比

赛视频， 配文“我很幸运可以参加

比赛， 在家抗击疫情的你们辛苦

了。”

未来两个赛季曼城或无缘欧战

违反财务公平法案遭欧足联重磅处罚，将向体育仲裁机构提起申诉

无缘欧冠会有多惨？ 这将意味着

一家豪门失去他们对于球员和球迷

最大的吸引力， 失去赞助商的合同，

失去欧足联的出场费奖金，失去转播

商的关注也失去欧战比赛日的主场

门票及周边商业利益。

英国媒体《太阳报》甚至认为，顶

级球星都希望参加欧冠比赛，一旦曼

城在接下来两个赛季被禁止参加欧

战，斯特林、萨内、阿圭罗等队内的大

牌球星都可能在今夏离队，进一步影

响到俱乐部的未来发展。

另外，英国还有媒体提出了一个

对于曼城更为惨重的未来设想———

褫夺冠军。 据英国《镜报》报道，在欧

足联公布对曼城俱乐部的处罚结果

之前，英超职业联盟也一直在对曼城

涉嫌违反财务公平法案的行为进行

调查。 而在欧足联做出这次重罚决定

后，英超职业联盟进一步坚定了对曼

城俱乐部的调查决心。

不过英超职业联盟不能借用欧

足联的调查结果，他们还必须独自派

出工作组去调查曼城俱乐部的财务

状况，并且得出自己的结论。《镜报》

透露，一旦英超职业联盟也判定曼城

有“罪”，曼城有可能面临在英超联赛

中扣分的处罚，最严重甚至会被剥夺

在 2012 年到 2016 年期间获得的两次

英超冠军头衔。 曼城这两次夺冠中，

排名第二的球队分别是弗格森执教

的曼联，和杰拉德退役前的利物浦。

不过设想得最狠的当属英国另

一份报纸《独立报》，他们指出，曼城

弄虚作假的行为，在最极端的情况下

将会遭到降级重罚。 英国足球联盟不

久前更改了章程，这种舞弊行为将会

招致球队被罚降入英乙的重罚。 英乙

是英格兰第四等级联赛，如果曼城真

招致如此重罚的话，这家豪门球队将

会彻底完蛋。

信息时报记者 白云

如英超开启调查 曼城最惨可致降级英乙

科比领衔2020年名人堂候选人名单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2 月

15 日 NBA 官方公布了 2020 年奈·史

密斯名人堂最终候选人名单。 作为球

员入选的科比·布莱恩特、蒂姆·邓肯、

凯文·加内特、Tamika Catchings（WN－

BA 球员）。教练员方面，埃迪·萨顿、鲁

迪·汤姆贾诺维奇、 巴尔巴拉·史蒂文

斯、基姆·马尔基 4 人入选。

早在 2019 年 12 月， 奈史密斯篮

球名人堂公布了初次提名名单， 此次

被淘汰的便有波什、 芬利、 马里昂等

人。 美国篮协主席科朗吉洛表示，“去

年 12 月， 名人堂提名名单公布时，大

家都清楚， 这将是历史上最有分量的

一届名人堂之一。但科比突然离世，让

我们陷入反思性哀悼。 ”科比遗憾离世

不久， 名人堂官方便宣布， 科比成为

2020 年名人堂的第一候选人，无需再

投票，直接入选，“我们非常骄傲，能够

致敬科比的传奇经历， 同时也意识到

其余 7 名候选人对篮球的意义。 恭喜

入选最终候选名单的成员和他们的支

持者。 ”

按照安排， 除了直接入选的第一

候选人科比外，邓肯、加内特等其余 7

人还需要再进行一次筛选。 美国时间

4 月 4 日，NCAA 四强赛期间，官方将

公布最终入选名单。 今年 8 月底，2020

年奈史密斯名人堂成员将在马萨诸塞

州正式入驻名人堂。

全明星MVP争夺

浓眉哥力压詹姆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2 月 15

日，美国博彩公司公布了今年 NBA 全明

星赛 MVP 的赔率， 湖人的安东尼·戴维

斯和勒布朗·詹姆斯分列第一和第二。根

据博彩公司的赔率， 戴维斯夺得全明星

赛 MVP 的赔率是 1 赔 4，排名第一。 值

得一提的是， 今年全明星赛的举办地芝

加哥是戴维斯的故乡。 戴维斯的队友詹

姆斯夺得全明星赛 MVP 的赔率是 2 赔

9，排名第二。 排在之后的依次是字母哥

（

1

赔

5

）

、哈登

（

1

赔

6

）

、东契奇

（

1

赔

9

）

和特雷·杨

（

1

赔

10

）

。

全明星正赛将于 2 月 17 日早上 9

点开打，MVP 赔率前两名被湖人队包

办，对于他们来说是个莫大的好事，至少

能够说明更多人看好詹姆斯队能够击败

字母哥队。 之前有消息称詹姆斯想要赢

得全明星赛来致敬科比， 曾经他和科比

在全明星赛上的对位已经成为经典。 如

今这一幕再也见不到了，23VS24 的经典

场面成为了球迷的共同回忆。

而在全明星赛周末正式开始前，主

持人深情缅怀科比和前 NBA 总裁大卫·

斯特恩，这两人都是对 NBA 具有突出贡

献的伟人，他们值得被晚辈们铭记。如果

詹姆斯真的能够赢下全明星正赛， 致敬

科比就能赋予今年全明星赛特别的意

义。

全明星新秀赛美国队翻盘成功

布里奇斯当选 MVP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在 2 月

15 日结束的 2020 年芝加哥全明星新秀

赛中，美国队 151：131 逆转战胜世界队。

自从 2015 年新秀赛开始采取美国队和

世界联队分组后， 美国队和世界队各赢

3 次。

本场比赛，黄蜂前锋迈尔斯·布里奇

斯表现出色，出场 20 分钟，12 投 8 中，其

中三分球 7 中 3，得到 20 分、5 篮板、5 助

攻、3 抢断， 力压鹈鹕状元秀蔡恩·威廉

姆森荣膺新秀挑战赛 MVP。 布里奇斯在

比赛中玩疯了，他又是投中三分、又是突

破劈扣，还自抛自扣致敬麦蒂，率领美国

队从落后 12 分到领先 10 分， 成为美国

队逆转的功臣。前三节比赛结束的时候，

布里奇斯出场 15 分钟就 9 投 7 中，得到

18 分、4 篮板、3 助攻和 3 抢断；他在场期

间赢了 25 分，第四节比赛更是帮助美国

队领先 17 分左右并奠定胜局。

蔡恩虽然在这场比赛中落选了

MVP，不过他依然时媒体和球迷的焦点。

事实上， 他在本场比赛中的几次暴力扣

篮，依旧是比赛的最大亮点之一。值得一

提的是， 赛前当记者问道蔡恩是否会参

加明年扣篮大赛时， 蔡恩笑着说道：“如

果当时我们球队排名还不错， 我会考虑

参加的。 ”随后，记者紧接追问球队处于

什么位置才算不错时， 蔡恩表示：“如果

当时球队战绩能位于联盟第一， 那我肯

定就会参加；如果不是，那我只能考虑考

虑再说了。 ”

巾帼不让须眉

梁小静为中国短跑

取得“开门红”

一旦确定无缘欧战，瓜迪奥拉很可能会选择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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