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在 12 日进行的伦

敦田径世锦赛女子 4×100 米接力

预赛中，中国队在第二、三棒交接时

出现致命失误， 最终被取消成绩无

缘决赛。

比赛中， 中国队派出陶宇佳、韦

永丽、葛曼棋、梁小静四人阵容，这也

是本赛季中国女队相对固定的主力

阵容。 不过当日比赛中，第二棒韦永

丽和第三棒葛曼棋在交接环节出现

明显失误，葛曼棋起跑过早，导致交

接棒无法顺利完成。两人最终跑出了

交接区才完成交棒，虽然坚持跑完了

比赛，但是被判犯规没有成绩。

赛后韦永丽接受采访时分析

说，“她（葛曼棋）有些起早了，我

实在追不上。但是没关系，因为她还

年轻，经验不是很足，大赛确实有些

紧张。这能理解，我也曾经犯过这样

的错误， 年轻运动员都是这样过来

的，需要慢慢成长。 ”

“希望大家对我们有信心，我

们还是会继续努力的。 ” 虽然同样

因出局感到失望， 但久经大赛考验

的韦永丽很快调整好心态。 赛后面

对镜头葛曼棋也是不停道歉， 表示

自己来伦敦太晚了，没有磨合好。

当日进行的男子 4×100 米接

力比赛中，中国队顺利闯入决赛。决

赛将于 12日晚进行。

据新华社电 洛杉矶市议会 8

月 11 日上午举行特别会议，在听取

了近百名市民和各界代表的意见

后，经投票表决决定，授权市政府签

署有关取得 2028 年奥运会承办权

的协议。

11日的特别会议持续了 2 个小

时，城市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检察

机构的代表各自就签署协议的相关

问题提出意见， 自愿报名参加会议

的市民各有一分钟时间发表自己的

观点和看法。 反对者主要对财政风

险评估不足、 可能加剧城市交通拥

堵和住房危机提出警告， 支持者则

乐观地认为， 依据洛杉矶此前两次

举办奥运会的经验，2028 年奥运会

也将为城市和社区带来发展和繁

荣， 为一代年轻人创造拥抱未来的

新机遇。

最终，6名市议员表决， 以 6 票

支持、0票反对的结果同意市政府签

署协议。这些协议包括国际奥委会与

洛杉矶、巴黎，美国、法国奥委会的一

份“三方” 协议，还有洛杉矶与国际

奥委会的承办城市合同，以及洛杉矶

市长签署的一份书面保证，确认市政

府将负担因承办 2028年奥运会可能

造成的财政亏空。

此前， 洛杉矶和巴黎一直在竞

争 2024年夏季奥运会承办权。 根据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 7 月投票做出的

决定， 今年 9 月将在秘鲁首都利马

同时宣布 2024 年和 2028 年奥运会

的举办地， 洛杉矶和巴黎将分别承

办这两届奥运会。此后，国际奥委会

与巴黎和洛杉矶又分别展开了谈

判， 最终洛杉矶于 7 月 31 日同意，

在获得国际奥委会一系列激励政策

后，承办 2028年奥运会。

洛杉矶将承办

2028年奥运会

保利尼奥确认加盟巴萨

本报北京电 昨日晚间， 众多

国外媒体纷纷爆料，西班牙巴塞罗

那俱乐部以 4000 万欧元的价格，

买走了广州恒大外援保利尼奥。 据

媒体报道，保利尼奥转会巴萨一事

已经达成

在本次夏季转会期间，巴萨频

频向恒大求购巴西国脚保利尼奥。

为了得到保利尼奥，巴萨已经连续

三次向恒大发出报价， 从最初的

2000 万， 第二次有附加条款的

2500万、再到第三次没有附加条款

的 2500 万， 都说明了巴萨还是希

望能够以转会费的形式从恒大俱

乐部买走保利尼奥。 不过，目前恒

大也处于争冠关键阶段，球队拒绝

了巴萨的请求，还是想把保利尼奥

留在球队。

不过保利尼奥的合同中有一

个特殊条款，只要巴萨为保利尼奥

支付 4000 万欧元的违约金， 保利

尼奥就可以中止与广州恒大的合

同，恒大方面也确认了这个消息。

据媒体报道，在昨日恒大备战

建业的训练后，保利尼奥已经向队

友们告别。 另外， 保利尼奥将在 8

月 13 日前往巴萨，完成体检、签约

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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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13 日，2017 中超

联赛将举行第 21轮的比赛，贵州恒

丰智诚将迎来本月的第二个主场对

手广州富力。 主帅曼萨诺在赛前表

示，比赛双方势均力敌，两队近期又

都取得了连胜，希望球队用一场胜

利结束一周三赛的紧密赛程。

恒丰智诚上轮客场大胜申花后

首次取得了升入中超赛季以来的三

连胜，得益于曼萨诺的调教，球队在

防守反击的战术贯彻下也越来越适

应，夏季转会引进的两名西班牙外

援以及老将杜威的加盟也使得恒丰

智诚的中轴线实力得到提升，这不

仅可以从连胜的成绩看出，也可以

从近两场比赛未丢一球看出。 目前

恒丰智诚排名积分榜第九位，积 27

分，保级形势非常乐观，甚至可以

说， 如果他们能继续保持这样的状

态，他们在联赛中能得到的不仅仅

是保级。 对手广州富力近期状态也

很不错，一波四连胜之后使得他们

名列第四，冲击亚冠资格的希望也

很大。 尤其是广州富力近 4轮的进

球率更加让外界称奇，单场进球都

保持在 4个， 不得不说广州富力近

期的状态实在太好。

联赛上半程的首回合交手中，

当时恒丰智诚开局三平三负未尝

胜绩，成为降级的大热门，而广州

富力则是高居榜首。 在那场本该没

有悬念的比赛里，恒丰智诚却客场

3:1 爆冷战胜广州富力， 拿到了升

超以来的首场胜利。 自那以后，贵

州恒丰智诚经历了换帅、 引援，并

逐渐找到了节奏与状态，也远离了

降级区。 而那场比赛之后广州富力

便开始不断从榜首的位置下滑，一

度跌落到第七。 此番再度交手，恒

丰智诚是想全取 3 分尽早完成保

级目标，力争双杀对手，而广州富

力则要为上一场的失利而战，冲击

亚冠名额。

本场比赛对恒丰智诚而言既有

利也不利，8 月份的比赛里，恒丰智

诚主场偏多，这占据了地利，但对阵

的对手实力都很强， 排名大多高于

恒丰智诚。 同时从 8 月 5 日至到 8

月 13 日，在这 9 天时间里，恒丰智

诚要踢三场赛事， 基本是一周三赛

的节奏，对队员的体能考验很大，曼

萨诺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提到这一

点，他希望球员能拼尽全力比赛，以

四连胜结束， 也希望球迷们能给予

球队最大支持。

（钟棣冰 本报记者 陈华文）

本报讯 8 月 11 日上午， 在河

南焦作举行的全运会空手道第二次

预赛中，通过多轮角逐，来自贵工商

体育学院的李忍忍为贵州队夺得首

个空手道型的决赛资格。 当日下午

分别有孙云茜、 陈伟杰分获空手道

型和空手道组手项目的决赛资格。

空手道作为第 13 届全运会最

后一个入围的项目， 贵州省体育局

高度重视， 短期内选拔并组建了贵

州空手道队， 并在男女共 8 个项目

中选出 15 名队员代表贵州队参加

在河南焦作举行的第二次预赛。

据本次贵州队主教练黎军介

绍，因空手道属于全运会的新项目，

除坚持十余年的老将们积极参与

外， 还吸引了多个对抗项目的全国

冠军改项来参与本次预赛，480 多人

争夺 8 个组别余下的名额， 现场可

谓竞争激烈。 贵州队现在有 3 人获

得决赛资格，超出预期，入围的三名

队员将参加 8 月 24 日至 26 日在河

南洛阳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

空手道项目决赛。 （本报记者）

本报讯 2017 年第六届澳门国

际武术节暨澳门国际武道大赛昨

日在澳门落幕，代表贵州参赛的龙

乾武术馆队参加了六个组别、十五

个竞赛项目的角逐， 最终取得了 6

金 7银 9铜的好成绩。

据贵州龙乾武术代表队负责

人介绍，本次盛会是由澳门中华民

族传统体育协会主办的大型体育

文化活动，除了武术、跆拳道、健身

气功等项目的竞技外， 还举办了

“武术文化讲坛、武林尊者荐评、优

秀拳种评选、武星成长历程” 等丰

富的武术文化活动。

贵州龙乾武术馆成立于 2011

年，是以推广传统武术、健身武术、

打造竞技武术为理念的一所综合

型武术培训基地，武术馆学员曾多

次在省、市、全国性的比赛中获得

佳绩。

（本报记者 刘传海）

恒丰智诚迎战广州富力

曼萨诺：剑指四连胜，尽早完成保级任务

贵州选手豪取 6金

2017年澳门国际武术节———

据新华社电 皇家马德里主

帅齐达内 12日证实，他将与球队

完成续约。

齐达内于 2015－2016 赛季

接替贝尼特斯成为皇马主教练，

在法国人执教的一年多时间里，

皇马不仅夺得了 5年来的第一个

西甲冠军，还连续两个赛季赢得

欧冠冠军。 据悉，皇马方面将为

齐达内送上一份为期三年的续

约合同。

对于这份新合同， 齐达内

说：“我很高兴，因为这是俱乐部

的信任，我们都做了很出色的工

作。 我很享受在球队的每一天，

我也非常幸运有一个出色的团

队。 ”

与此同时，齐达内也承认他

在球队的未来取决于球队的成

绩，“你可以与球队签约 10 年或

者 20年，但我知道我身在哪里以

及我的工作，或许一年之内你也

就会走人。 ”

皇家马德里将在 13 日迎来

西班牙超级杯首回合的比赛，对

手是巴塞罗那队。

贵州代表队锁定3个决赛名额

全运会空手道比赛：

昨日训练后已与恒大队友道别

齐达内

将与皇马续约

中国女队

无缘决赛

伦敦田径世锦赛女子

4×100 米接力预赛中：

经议会授权：

合同为期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