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拉特、普拉蒂尼被曝停职9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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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5274 3 0 6
排列 5 15274 3 0 6 6 0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据新华社伦敦10月7日电 据英国媒体报道， 布拉特和
普拉蒂尼可能会被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处以停职90天的处
罚， 果真如此， 布拉特17年的国际足联主席生涯将提前结
束， 而普拉蒂尼竞选国际足联主席的梦想也将落空。

但是布拉特的瑞士律师厄尔尼和美国律师卡伦当天发
表了一份联合署名的声明， 声明说： “布拉特主席没有得
到任何关于道德委员会采取行动的消息。 我们期待道德委
员会能够听取主席和他的律师的意见， 对所有的证据进行
仔细研究， 然后再提出采取行动的建议。”

英国 《卫报》 报道说， 道德委员会7日举行了内部会
议， 建议对布拉特和普拉蒂尼停职90天， 这个消息当天被
泄露给媒体， 之后长期担任布拉特助理的斯托尔克证实了
这一消息。

9月25日， 瑞士总检察长办公室发表声明， 透露对布拉
特启动刑事调查， 普拉蒂尼也卷入其中。 声明说， 布拉特
涉嫌在2011年时支付给普拉蒂尼一笔价值约204万美元的
不当款项。 此外， 布拉特还涉嫌2005年在世界杯电视转播
权上以低于正常价格很多的售价将其卖给加勒比地区足球
高官、 布拉特的盟友沃纳。 布拉特和普拉蒂尼双双否认了
上述指控。

斯托尔克认为， 布拉特的国际足联主席生涯远未结束。
“他非常平静， 他已经完全准备好了承担自己的责任。” 如
果普拉蒂尼也被停职， 他肯定无法继续参加明年2月的国际
足联主席选举， 因为10月26日就是候选人确认竞选的最后
日期。

新华社柏林10月8日电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8日表
示， 应该考虑由国际足联之外的人士来接替布拉特的主席
一职， 并希望国际足联能尽快重新赢回自己的信誉。

巴赫说： “够了。 我们希望， 国际足联的每一个人都
能够明白： 他们不能再消极下去了。”

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8日宣布对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及
其最热门继任者、 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实施停职、 在90天
内禁止他们参与一切国内、 国际足球活动的处罚。

对于国际足联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 巴赫在一份措辞
强硬的声明中表示， 他认为国际足联的声誉等同于足球这
项运动的声誉， 因此深陷贪腐丑闻的国际足联必须尽快赢
回自己的信誉。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王亮 通讯员
张慧）10月7日上午，第8届环湘赛全程不间断
骑行集结赛在长沙三湘雷克斯店出发， 来自
省内外的5支车队、42名车手参与逾2500公
里的骑行。 按照计划，5支车队将在21天的时
间里骑完全程。

第8届环湘赛参与全程骑行的5支车队分
别是绥宁黄桑景区1队和2队、 湘军集团车队、
和一酒店车队、雷克斯环湘VIP车队。环湘赛创
办人陈剑岷参加角逐，加上分段骑手共42人。

今年全程赛分环湘东南赛段、 环洞庭湖
赛段以及环湘西北赛段，每个赛段都计划在7
天完成， 骑完全程需要21天。 全程路线约
2500公里，途经东江湖、岳阳楼、张家界、矮寨
大桥、凤凰古城等著名景区或景点。

7日的骑行中，因为下雨临时取消了浏阳
赛程。 比赛只进行了55公里的平路团队竞速
骑行。最终雷克斯环湘VIP车队和绥宁黄桑景
区1队各3名车手提前抵达终点。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蔡矜宜 ）
环中赛来了！ 记者今天从省体育局获悉，
10月12日至16日， 2015第六届环中国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 （湖南站） 将在邵阳新宁县、
湘潭韶山市和郴州资兴市举行， 300多名世
界自行车顶级选手将参与角逐。

本届环中赛湖南站比赛， 沿途将经过新
宁崀山、 韶山伟人故居以及资兴东江湖景
区。 比赛现场， 将有千人骑行、 环中赛嘉年
华等众多活动， 广大自行车爱好者不仅可以
一边欣赏秀美风景， 一边观赏顶尖的国际赛
事， 还能亲自参与其中， 体验和感受环中赛
的魅力。

本届环中赛已于10月2日在天津市拉开
揭幕战， 将于10月18日在珠海市进行收官
战。 17天时间里， 参赛车队将途经天津、 湖
北、 四川、 重庆、 湖南、 广东等省市， 共12
个赛段， 竞赛距离达1800公里， 行车总距
离达8000公里， 将有22支来自世界各地的
职业自行车劲旅参与。

在今天上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邵阳
新宁县、 湘潭韶山市和郴州资兴市负责人分
别介绍筹备情况。

8日晚，中国国奥队在长沙贺龙体育中心以2比2战平埃及国奥队。至此，
国字号球队在“长沙福地”仍保持不败———

平了也是“福”

专注练兵， 剑指里约
明年1月， 国奥队将参加在卡塔尔

举行的亚洲U23锦标赛暨里约奥运会
预选赛， 前3名球队将获得直接晋级里
约奥运会的入场券。 此次来访的埃及
队， 在战术打法上和国奥队的奥运会
预选赛小组对手伊朗、 叙利亚等队相
似。 国奥主帅傅博表示， 这次比赛对
国奥队来说， 是一次积累经验的宝贵
机会。

自3日抵达长沙后， 国奥队就马
不停蹄进入备战训练。 尽管受台风

“彩虹” 的影响， 长沙陷入风雨交加
的恶劣天气， 但国奥队坚持一天两
练， 严阵以待。 在7日的赛前新闻发
布会上， 傅博介绍了球队的训练情
况， “目前球队的一切都很正常， 将
在中埃之战全力以赴， 积极求胜。”
值得一提的是， 这支国奥队中有李
昂、 廖力生、 杨超声等8名球员入选
了国足最新一期45人大名单， 从配置
上来看实力不俗。

8日， 长沙接连几日的“彩虹”
雨终于停了， 这样秋高气爽的天气，
正适合球员们在赛场上的发挥。 当晚
共有11000余名球迷到现场为国奥队
加油助威， 有的球迷背来了大鼓， 全
场擂鼓不断。 记者发现， 看台东区一
池满满当当的校服格外吸引眼球， 他
们是来自长沙一师附小的孩子们。

“为中国队加油” 的横幅、 齐整的加
油声， 孩子们的热情不断感染着场上
的国奥球员。

平局可惜， 福地依旧
比赛开始后， 国奥队在进攻端表

现不错， 并频频攻入对方禁区， 尤其
是右路的刘彬彬， 多次利用快速的突
破能力， 制造威胁。 遗憾的是， 国奥
队的场面优势迟迟未能转化为进球，
而来访的埃及队渐入佳境， 几次打出
犀利反击。

上半场临近结束时， 埃及队率先
打破僵局。 比赛第42分钟， 国奥队谢
鹏飞在底线附近铲倒对方球员犯规，
埃及队开出战术任意球， 迈哈穆德·
哈马德补射入网。 半场结束时， 国奥

队以0比1落后。
易边再战， 落后的国奥队并未受比

分的影响， 改由左路进攻并迅速见到成
效———吴兴涵和王秋明分别在第62分
钟和第70分钟各进一球， 反超比分。

然而， 脆弱的防线仍然是这支国
奥队的短板， 他们也在比赛最后阶段
付出代价。 比赛第90分钟， 埃及队球
员纳吉尔的进球， 将比分最终定格在
2比2。

国奥队虽然错失一场胜利， 但整
场比赛的热身效果显著。 赛后， 傅博
表示球队达到了练兵目的， “比赛整
体还可以， 但开局和结尾打得不太
好， 平局有些可惜。” 结束本场比赛
后， 国奥队将转场郴州， 于11日与埃
及队再战一场。

对于长沙贺龙体育中心而言， 本
场国奥队的比赛也有着不一般的意
义， 那就是为11月12日国足与不丹队
的世预赛做热场和演练。 北京体育之
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 国足与不丹队比赛的票务将于下
周启动， 票价将大致与国足在沈阳战
马尔代夫队的比赛相同。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环中自行车赛
湖南站12日鸣枪
途经新宁韶山资兴3地

第8届环湘赛全程骑行7日出发

21天绕湖南一圈

10月8日晚， 中国
国奥队员进球后欢呼
庆祝。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有这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