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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外交

部、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公告，鉴

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快速蔓

延， 中方决定自 2020 年 3 月 28 日 0

时起， 暂时停止外国人持目前有效来

华签证和居留许可入境。 这也就意味

着， 中超 70 名外援（不算归化球员）

中，有 50 人左右近期将无法归队。

根据公告内容， 外国人特许入境

的范围包括“持外交、公务、礼遇和 C

字签证（面向国际乘务人员），或者是

来华从事必要的经贸、科技等活动，以

及出于紧急人道主义需要。”但中超外

援、 外教们所持的签证类型与从事工

作均不在特许范围内。

整个中超目前只有石家庄永昌、

大连人与天津天海三家俱乐部的外援

全部在队中。若尚未归队的外援、外教

们无法在北京时间 28 日 0 时前入境，

则难以在之后短期内归队。 中国足协

此前在预案中设计了多个联赛开赛的

时间段，最早为 4 月上旬，最晚的开赛

时间则是 7 月。此前外界普遍认为，中

超大概率会在 5 月底或 6 月初重启，

但按照目前形势， 联赛何时重启再次

变得难以预测。

这一变化， 由此也将带来一系列

相关影响。 假如联赛因此推迟甚至赛

季取消， 各队的球员和教练员的工资

将如何处理； 中超联赛接下来是维持

自然年度内结束还是转为跨年赛制；

而如果联赛不等外援外教归队就开

始，则将会带来显失公平的混乱。目前

中超中甲不少球队不是主力外援不

在，就是教练组不在，最惨的是教练和

核心外援都不在国内， 这种情况也很

难令足协下定开启联赛的决心。

广州恒大这边， 由于教练组在结

束迪拜集训之后选择了立即返回中

国，并在昨天结束了 14 天隔离，可以

正常开展训练工作。 球队计划将在月

底开启第三阶段“冬训”，地点就放在

广州， 卡纳瓦罗的教练组这次不受影

响，不会耽误集训计划实施，这无异令

人松了一口气。

但是球队除了朴志洙以外的全部

外援以及归化球员都还在巴西， 原本

球队还打算安排借用集团的商务飞机

去巴西接回外援， 但现在这一计划也

只好搁置。 恒大相关人士昨日告诉信

息时报记者，“目前球队也是刚刚收到

相关信息， 还未作出接下来的相应安

排，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作出决定，不

过相信事情总能得到解决。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

员 徐婧 ）

记者昨日从广铁集团了解

到，为保障务工人员返程运输，广铁集

团及时调配运力， 预计本周末日发送

客流将突破 50 万人次。 3 月 27 日，广

铁集团开行旅客列车 745 对， 发送旅

客 48 万人次，较前一日增长 2.1 万人

次，到达旅客 50 万人次，较前一日增

长 2 万人次，其中广东地区到达 32 万

人次，较前一日增长 1 万人次，集团管

内客流呈现持续上扬态势。

据广铁集团客运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3 月 28 日和 29 日，广铁集团计划

安排开行旅客列车 760 对，其中加开、

恢复开行 20 对、重联运行 29.5 对，全

力满足返程运输需求， 预计这两日客

流均可突破 50 万人次。广铁集团为做

好返程运输疫情防控工作， 在管内各

车站进出站口都架设了红外线无干扰

测温系统，旅客随到随测，随测随走，

减少等候时间， 对候车室加大消毒保

洁力度，增加重点区域的消杀频次。

余票方面，广州至长沙、怀化、娄

底、邵阳、西北、沪宁杭等方向，长沙至

广州、深圳、怀化、沪宁杭等方向票额

充足。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

灯）

27

日，广州风云多变幻 ，从

凌晨到下午， 多种天气预警信

号几度生效 。 预计 ，

28

日白天

转多云，气温下降

5-7℃

。

截 至

27

日 下 午

5

时

15

分 ，除番禺 、南沙外 ，其他各区

都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和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其中，

花都区和白云区的钟落潭镇 、

江高镇以及人和镇暴雨黄色预

警信号升级为橙色， 花都区的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也升级

为橙色。

27

日

16

时

20

分起，广州

启动广州市气象灾害 （暴雨和

雷雨大风）

Ⅲ

级应急响应。

广州未来三天具体预报 ：

28

日 ， 大到暴雨转多云 ，

16~

21℃

；

29

日，多云间阴天 ，有阵

雨，

17~23℃

；

30

日， 多云间阴

天，有雷阵雨，

19~25℃

。

目前，很多中超、中甲俱乐部都已

经通知了还在国外的队中外援，先暂时

留在各自家中，做好个人和全家的防护

工作，等待俱乐部的通知，再决定返回

中国的时间。

过去的一周时间，各俱乐部都在想

尽一切办法为外援、外教以及在国外的

球队人员解决回国问题。 有的是通过

多个渠道抢机票、 有的是动用私人飞

机接球员回国， 但还是有超过一多半

的外援外教没有归来。 26 日晚上， 最

新的入境规定出台后， 所有俱乐部的

人员都在第一时间向中国足协以及多

个相关部门了解询问是否会对外援有

所影响， 得到的都是肯定的答复， 现

在外援、 外教的签证都在这一次的限

制之内， 也就是这些人员暂时都无法

入境。

在这种情况下，各俱乐部只能立刻

通知还没有归来的外援，暂时先不要急

于动身了，原来购买民航机票、申请商

务机航线的工作也都暂停，因为即使现

在能够坐上飞往中国的航班，也来不及

入境了。 所以，各家球队也只能告诉自

家外援，一定要安心留在家中，做好防

护工作，减少与外界接触，避免受到感

染。

至于这些外援什么时候能够返回

中国，目前谁也不知道答案，都只能耐

心等待。很多俱乐部在向中国足协了解

联赛是否会再次推迟的时候，也是被告

之一切都无法确定。

此外，有一些在巴西的归化入籍球

员也得到俱乐部通知，暂时也不用急于

返回中国， 因为现在航班已经大量减

少，而且他们也都要携带家属，一旦因

为航班问题被滞留路上，将增大被感染

的风险，因此这些入籍球员也需要先在

巴西家中等候通知。

信息时报记者 白云

约50名外援近期无法归队

中超重启

遥遥无期？

冷空气来袭，

未来三天广州均有雨

广铁周末日客流将突破50万

中超各队安抚外援在家抗疫

新华社伦敦

3

月

27

日电

英国首相

约翰逊 27 日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中表

示， 他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 结果呈阳

性。

约翰逊说： “过去 24 小时里我出

现了一些轻微症状，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

呈阳性， 我现在正自我隔离， 但我会继

续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领导政府的应对

行动， 抗击这一病毒。”

他最后还向公众呼吁： “我们一起

努力战胜这次疫情侵袭。”

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在随后的一份声

明中说， 约翰逊昨天出现轻微症状后，

在英格兰首席医疗官克里斯·惠蒂建议

下接受了检测。 根据相关指引， 约翰逊

目前在唐宁街 10号首相府中自我隔离。

这名发言人也强调， 首相目前仍在

领导英国政府的抗疫行动。

英国首相约翰逊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昨日下午，广州突降暴雨，有闪电落在广州塔上。

信息时报记者 胡瀛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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