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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1177号

张护明：
本会已于2020年7月9日受理申请人邓海

云与你方关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0）穗仲案字第9526号，现定于2021年3月
10日上午11:0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
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
2021年4月9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
2021年4月16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
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年11月13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1175号

许晓琳、黄诚：
本会已于2020年4月2日受理申请人广州

市白云区同和领引族电脑配件店（经营者：陈志
勇）与你方及恩施市班德尔城网络发展有限公
司、涂远利、秦晓东、沈英、肖辉关于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4400号，现
定于2021年3月10日上午9:00在广州市沿江
中路298号江湾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室开庭
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4月9日作出裁决，领取
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4月16日前。请你及
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年11月13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1178号

邓彪、雷英：
本会已于2020年5月14日受理申请人渤

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你方关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6510号，
现定于2021年3月10日下午2:30在广州市沿
江中路298号江湾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室开
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4月9日作出裁决，领
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4月16日前。请你
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年11月13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1179号

张珊妹：
本会已于2020年5月28日受理申请人中

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与你方及胡远辉
关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案
字第7471号，现定于2021年3月10日下午3:
3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大酒店A座8
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4月9
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4月
16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年11月13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1180号

杨海峰：
本会已于2020年6月3日受理申请人广州

佳韵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你方关于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 7754
号，现定于2021年3月10日下午4:30在广州市
沿江中路298号江湾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室
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4月9日作出裁决，
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4月16日前。请
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年11月13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1176号

黄华策：
本会已于2020年7月10日受理申请人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与你方及马
瑞萍关于信用卡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
案字第9589号，现定于于2021年3月10日上
午10:0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大酒店A
座8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4
月9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4
月16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年11月13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1186号

玉文具、覃红艺：
关于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唐港华与你方及广

西钱海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关于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962号],本会已
于2020年7月9日在《羊城晚报》刊登公告告知
你方开庭时间、裁决书作出及领取时间，现本案
因故需进行重新公告，新的开庭时间为2021年
1月26日上午10:00，开庭地点为广州市江湾大
酒店A座8楼，新的裁决书作出时间为2021年2
月20日，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 2021年2月28
日前。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年11月13日

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
者徐扬扬报道：一场国际足
球热身赛今晨在伦敦的温
布利球场展开角逐，英格兰
以3比0完胜爱尔兰。英格
兰以平时上阵不多的中生
代球员和年轻新人为主，志
在练兵，仍然取得热身赛六
连胜。

此役，英格兰阵中经常
首发的仅剩下马奎尔、格雷
利什，其余不是波普、迈克
尔?基恩、明斯、温克斯、勒
温等平时机会不多的替补球
员，就是里斯?詹姆斯、芒
特、萨卡、桑乔等年轻球员，
基本上是二线阵容，就是将
这场热身赛当成是练兵场。

尽管如此，英格兰还是
射门20比3，占据压倒性优
势，并由马奎尔在第 18分

钟头球破门取得优势；此后
桑乔以一脚高质量的射门，
将不是特别好的机会转化
成进球；第 56分钟，萨卡突
入禁区左侧边缘被克里斯
蒂绊倒，勒温主罚点球射入
左上角，将比分定格在 3比
0。

此后，英格兰的福登、奈
尔斯和亚伯拉罕等三名 23
岁以下球员替补上阵；而曼
联门将亨德森和多特蒙德的
贝林汉姆更是替补登场，完
成各自的国家队首秀。贝林
汉姆还有一次威胁极大的射
门，尽管与进球失之交臂，但
仍以 17岁 136天成为队史
第三年轻的首秀球员，比他
更年轻的首秀球员分别是沃
尔科特（17岁 75天）和鲁尼
（17岁111天）。

随着广州恒大目送江苏苏宁
首次登顶，最特殊的一届中超联赛
昨晚落下帷幕。如何评价这届赛
事？哪场比赛给人印象最深？对
于下赛季有什么期待和“脑洞”？
赵亮晨和林本剑、苏荇聊了聊。

不足是次要的
赵亮晨（以下简称赵）：广州

恒大真的被爆冷了，太可惜了。
林本剑（以下简称林）：我还

是给 8分。过程很完美，结果很
遗憾。但足球比赛就是这样，笑
到最后的有时候并不是最强者，
尤其是两回合的淘汰赛，偶然因
素很多，给以弱胜强提供了机会。

苏荇（以下简称苏）：对于广
州恒大来说，拿不到冠军意味着
失败，不过几位本土年轻球员的
成长非常迅速。从这个角度看，
还是可以给恒大队打上8.5分。

赵：以苏宁队半决赛和决赛
的表现，他们当得起冠军，但恒大
队在决赛的确缺了点运气。首回
合的点球被裁判取消，昨晚第一个
折射的失球，都比较倒霉！如果本
赛季不是淘汰赛制，将两个阶段90
分钟内的赛果按积分累计，恒大队
要领先第二名北京国安8分，江苏
苏宁则只能排第四。

苏：但是这个规则开赛前是
被所有球队都接受的。我记得
2016欧洲杯也有人算过，冠军葡
萄牙赢了一场平了六场才9分，连
循环赛的前四名都排不进去……

林：我觉得这是赛制的缺陷，
既然名称是联赛，还是应该以联
赛的方式来争冠军。

赵：综合来看，你们觉得今年
中超办得怎么样？

林：赛制有缺陷，赛程有不合
理之处，裁判执法争议很大，场地
也有不理想的时候。但在今年特
殊背景下，各方面都付出了巨大
的努力，还是颇为不易。顺利完
成今年中超比赛才是第一位的，
所有的不足都是次要的。所以我
还是愿意给8分。

苏：中超联赛能够顺利举办，
本身就是最大的成功。赛制虽然
有很多争议，尤其第二阶段对于
最终降级的球队来说有点不太公
平，但从球迷角度来看，本赛季的
精彩程度其实有所提升，尤其淘
汰赛的比赛更刺激，预想中的鸡
肋比赛实际也没有发生。

更多争议的焦点集中在裁判
上，在VAR的合理使用以及裁判
判罚的尺度上，足协应该好好总
结一下。总体来说，本赛季中超
可以打8分。

赵：确实，主办方面临的压力和
需要协调的问题之多是超乎很多人
想像的。提高裁判水平不是一日之
功，仅从办赛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给
8.5分不为过，中超也给其他职业赛
事的重启提供了借鉴和信心。

精彩比赛不少
赵：说说你们心中本赛季最精

彩的一场比赛吧！
林：我认为是广州恒大与北

京国安的首回合，虽然是0比0，
但过程非常精彩，像是两大高手
的比划，看似双方毫发无损，其实
招招致命，随时都可能进球。裁

判的判罚也非常准确到位，保障
了比赛的流畅进行。

苏：还是上海德比次回合那
场比赛，情节够曲折，氛围烘托到
位，内容也够扎实。

赵：现在官方的赛季评选结
果还没出炉，你们先“抢跑”说说
各自心中的最佳球员。

林：虽然恒大队没有夺冠，但
我仍把赛季最有价值球员（MVP）
投给保利尼奥。整个赛季，他几
乎没有状态不佳的时候，像一台
永远开挂的机器。一名后腰打进
12球，夺得联赛银靴，全队最佳射
手，彰显了他的攻守核心地位。

苏：我心目中的最佳球员仍是
保利尼奥，无论球技、球商、敬业程
度和品行都是上乘的。本赛季他
打满所有比赛，无愧“劳模”称号。
从数据上看，他也当之无愧。

淘汰赛不合理
赵：如果能给下赛季的中超

作出一些改变，你们会选择什么？

林：改变赛制。一定要舍弃
淘汰赛，不仅不合理，而且太残忍
了——“升班马”石家庄永昌甚至
还没来得及在主场球迷面前踢一
场球就降级了，事实上他们的整
体表现并不差。

苏：今年因为开赛时间太晚，
导致赛程压缩得很厉害，明年应
该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大概率
还是打 30轮的循环赛。其实可
以考虑分区比赛，地理位置距离
较近的球队分成一个小组，进行
小区循环赛。

林：分区赛本赛季开始前也
讨论过，但因为担心实力失衡被
否了。

赵：苏宁队夺冠，让中超 10
年来的冠军球队从两支增加到三
支，对于增加中超的整体活力是
有帮助的。但是如果条件允许，
我还是希望赛程可以恢复正常的
循环赛制，让冠军经历更多考
验。本赛季全程只踢了 110天，
真的有点不太过瘾！
羊城晚报记者 赵亮晨 林本剑 苏荇

广州恒大差一点就夺得中超
火神杯，可惜昨晚在苏州奥体中
心体育场，被罚下一人后以1比2
不敌江苏苏宁，倒在登顶前的最
后一刻。

塔利斯卡如梦游
广州恒大曾九年八夺中超冠

军，是当之无愧的中超王者，但全
队上下并没有因此对冠军失去渴
望，队长保利尼奥直言：“决赛前
没什么可想的，就是拼了，我们要
夺冠!”

赛前，中超公司工作人员把
火神杯送进场内，摆放在球员通
往球场的通道上。

恒大队热身时，洛国富一直
盯着火神杯，看了好久。苏宁队
球员入场时经过火神杯，没有人
过多停留，或许他们还不够自信。

正式入场，张琳芃经过时右
手摸了一下火神杯，他是经历过
恒大队八次夺冠的老臣，是王者
荣誉最坚定的守护者之一。当球
队落后时，他比谁都着急，前后来
回奔跑，似乎有用不完的劲。

只是恒大队大多数球员都不
在最佳状态。塔利斯卡在前场碌

碌无为，昔日横扫中超赛场的“金
左脚”消失了，沦为平庸之辈。后
场的蒋光太，两次面对特谢拉的突
破，脚下就像灌了铅，总是慢半拍。

看着对手庆祝夺冠，张琳芃
泪如雨下。

卡帅眼中无光
2018年，广州恒大输给上海

上港，恒大队主帅卡纳瓦罗回归
后的首个赛季两手空空。2019
年，卡纳瓦罗第一次带队夺得中
超冠军，却因为颁奖典礼在一周
之后的上海举行而无缘领奖，因
此还没有在现场捧起过火神杯。

前40分钟的比赛踢得有些平
淡，在苏宁队的严防死守下，恒大
队没有什么机会。第42分钟，特
谢拉从后场带球一路狂突，卡帅
马上在场边大声呼喊；然而特谢
拉像旋风一样从卡帅眼前刮过，
连续过人后转眼就到了禁区边
上，何超情急之下拉倒了特谢拉。

何超被红牌罚下，卡帅在场
边还较为淡定；当埃德尔打进任
意球后，他立马垂头思索。当特
谢拉在下半场一开场就进球，几
乎提前杀死了比赛。即便韦世豪

扳回一球，卡帅也始终眼中无光，
而是近乎绝望的眼神。

赛后的颁奖礼，卡纳瓦罗最
后走上台，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
一把搂住了卡帅，两人在台上相
拥，一旁的火神杯在等待新的主
人——首次夺得中超冠军的江苏
苏宁。走下领奖台，卡帅有些心
神不宁，一直向着江苏苏宁球迷
的看台，过了一会儿才转向朝广
州恒大球迷的看台鼓掌。

卡帅孤身从旁边绕道走向新
闻发布厅，这时现场广播响起：

“让我们有请新科中超冠军江苏
苏宁登台领奖。”

新老交替稳定
与冠军擦肩而过虽然遗憾，

但恒大队并非毫无收获。
今年恒大队阵容新老交替，郜

林、冯潇霆、曾诚和于汉超等老将
年初离队，三条线都有功勋球员离
开，很有可能影响队伍的稳定性。

不过，入籍球员费南多、洛国
富等人加入，丰富了恒大队的进
攻选择，增强了前场攻击力。U20
小将吴少聪等年轻球员补充了新
鲜血液，在实战中得到了锻炼。

U23球员杨立瑜、严鼎皓等继续有
出彩的表现，成为重要的后备人
选。韦世豪、徐新、张修维等中生
代球员更加成熟，逐渐成为本土
球员的主力军。与此同时，郑智、
黄博文、张琳芃、梅方、刘殿座等
老将仍然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

恒大队整个赛季发挥非常平
稳，没有大起大落，而是继续保持
强大的战斗力，已经顺利地完成
了新老交替。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中超实
行集中赛会制比赛，赛程非常密
集；尤其是第一阶段比赛，基本上
每4天一场。

如此高强度的比赛，容易造
成大面积伤病。恒大队板凳实力
雄厚，尽管也陆续出现韦世豪、塔利
斯卡、高准翼等伤员，但始终没有受
到太太影响，攻防体系保持完整。
整个赛季，除保利尼奥20场比赛全
部首发外，其余队员都曾不在首发
阵容，韦世豪、塔利斯卡、费南多和
蒋光太等也有打不上主力的时候。

两回合淘汰赛有偶然性，恒
大队无缘卫冕，但仍是中超整体
实力最强的球队。

羊城晚报记者 林本剑
（发自苏州）

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
者刘毅报道：2020欧洲杯预
选赛附加赛决赛今晨进行，
匈牙利、苏格兰、斯洛伐克和
北马其顿搭上末班车，冰岛、
塞尔维亚、北爱尔兰、格鲁吉
亚被淘汰。

欧洲杯分组抽签早已
完成，四个最后出线的球队
落位已经确定。A组是意
大利、威尔士、土耳其、瑞
士，B组是比利时、丹麦、俄
罗斯、芬兰，C组是荷兰、乌
克兰、奥地利、北马其顿，D
组是英格兰、克罗地亚、捷
克、苏格兰，E组是西班牙、
瑞典、波兰、斯洛伐克，F组
是葡萄牙、法国、德国、匈牙
利。

匈牙利在主场神奇逆
转，以 2比 1击败冰岛。匈
牙利在上届欧洲杯与最终
夺冠的葡萄牙同组，这次继
续与葡萄牙同组，再加上
2018世 界 杯 冠 军 法 国 和
2014世界杯冠军德国，F组
成为名副其实的“死亡之
组”。

苏格兰今晨出征客场，

主场作战的塞尔维亚得势不
得分，约维奇直到第90分钟
才把比分扳成 1比 1。双方
在加时赛均无建树，苏格兰
通过点球决胜以 5比 4晋
级。苏格兰自从 1996欧洲
杯之后首次进入欧洲杯决赛
圈，24年前就是与英格兰同
组，此番再次同组。

斯洛伐克今晨客场挑
战 北 爱 尔 兰 包 办 全 部 进
球。第 17分钟，库茨卡为
斯洛伐克先拔头筹。第 88
分钟，中卫什克里尼亚尔自
摆 乌 龙 把 比 赛 拖 入 加 时
赛。第 110分钟，替补出场
的杜里斯为斯洛伐克攻入
制胜球。

北马其顿获得队史第一
张欧洲杯正赛入场券——今
晨在客场以1比0小胜格鲁
吉亚，潘德夫在第56分钟攻
入制胜球，37岁的北马其顿
队长仍是进攻灵魂。北马其
顿成为欧洲国家联赛的最大
受益者，作为上届欧国联 D
级球队的四个小组第一之
一进入欧洲杯预选赛附加
赛。

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扬
扬、实习生叶磊报道：昨天，

“传承亚运薪火，追逐体育
梦想”——纪念广州亚运10
周年系列活动在广州亚运
会亚残运会博物馆开启（下
图）。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亚运
会志愿形象大使钟南山发
来视频祝贺。

钟南山表示，广州亚运
会、亚残运会是广州人的美
好记忆，作为广州亚运志愿
者形象大使，再回首，感慨万
千。广州亚运的成功举办，
对广泛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和
健康关口前移都具有非常积
极的意义。

10年前的 11月 12日，
第 16届亚运会在广州海心
沙开幕。如今杨景辉、张洁
雯、杨维、刘秀华、黄光源等
5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兼
当年的广州亚运火炬手，在

纪念仪式上重现圣火传递
盛况。众人欢聚一堂，重温
亚运激情，弘扬亚运精神，
助力广州建设国际体育名
城。

亚奥理事会副主席霍
震霆、总干事侯赛因分别向
大会发来贺信。当年的亚
运会、亚残运会筹备者、组
织者，火炬手代表、志愿者
代表和媒体代表等 200余
人参加了纪念仪式。与会
嘉宾代表上台为《王者之冠
——广州体育冠军风采录》
展览揭幕。广州亚运会志
愿者口号“一起来更精彩”
书法作品书写者乔平为纪
念活动捐赠了书法作品《一
起来更精彩》。

纪念仪式结束后，部分
嘉宾和代表前往香港赛马会
从化马场（原广州亚运会从
化马术场）参观了解亚运场
馆赛后利用情况。

本赛季中超，本土裁判扛起了执
法重任，但也出现了不少争议判罚，一
些争议判罚甚至直接影响了赛果，改
变了球队的命运。主裁判越来越依赖
VAR（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土哨”
数次被推向风口浪尖，持续引发大争
议。那么，一场中超比赛的VAR究竟
是如何回放争议判罚的呢？

全场11-15个机位
中超第二阶段苏州赛区转播团

队导播黄嘉杰和摄像师何建毅近日
向羊城晚报记者解开了其中的奥
秘。

中超联赛在场内参与比赛画面
拍摄的常规配置为11机位，部分焦
点赛事增配至15机位。理论上，一
个争议判罚可以通过至少11个不同
角度、不同景别的机位画面回放回
看。不过，15个机位有不同的分工，
有些以全景为主，主要用来看大环
境、大范围发生的事，有些则主要以
捕捉细节画面为主。

“赛前，我们会进行相关部署，
每台摄像机会重点跟着不一样的
人。一有犯规的时候，我们会优先
选择更靠近始发地的机位，选择最
好的角度画面。”何建毅介绍道。

VAR内部操作有自己的一套视
频系统。依照IFAB（国际足球协会
理事会）对视频裁判系统的要求，电
视转播车需要向VAR提供“比赛中
参与公用信号制作的，面对球场的
所有机位的画面”，任何位置的摄像
机信号，视频助理裁判都可以选择。

在操作流程上，一个VAR慢动
作回放的程序如下：当VAR介入时，
每一台摄像机的视频信号都会分别
录入到VAR设备的回放系统和转播
团队的慢动作回放系统。转播组能
通过视频裁判系统提供给转播车的
VAR-OUTPUT（视频裁判输出信
号）里的字幕和画面大致判断视频助
理裁判们在看什么事件和争议点在
哪里，然后转播组再组织用于电视转
播的慢动作。至于主裁判最后看到
的是什么内容、画面和角度，转播组
完全不会参与进去。

“我们会提供全部的摄像机信号
和同步信号，电视机前观众所看到的

‘成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PGM（最终
节目）信号也会提供给视频裁判，电视
转播中比较清晰的机位角度视频裁判
也会采纳，作为一种对自己判罚工作
的补充提醒。看什么内容，全程由视
频助理裁判团队自行判断。通俗点来
说，视频裁判系统就是一个小型的转
播车，我们和视频助理裁判是共用摄
像机信号，但我们是两套完全独立分
开的回放系统。”

和VAR全程无沟通
在回放过程中，转播团队与

VAR裁判组不会进行沟通。
“在视频裁判刚刚被中超采用

的阶段，裁判组有提供对讲机给我
们进行沟通，提醒我们视频裁判正
在回看的事件是什么。但现在，我
们和视频助理裁判之间没有任何沟
通。”黄嘉杰告诉记者，这样做的目
的是为了避嫌，“我们不能提醒视
频助理裁判，不能告诉他们哪些画
面是最好的角度，否则就存在误导
和影响裁判的可能。我们提供的画
面，视频助理裁判播不播、播哪些
给主裁判，由视频助理裁判来决
定，这就很考验视频助理裁判的专
业性。”

10月中旬，中超联赛曾召开裁
判工作媒体沟通会，宣布第一阶段
使用VAR技术后，判罚准确率达到
97.5%，证明仍存在误判错判。第一
阶段比赛曾发生视频助理裁判没有
把最好的角度画面播放给主裁判从
而造成误判的情况。黄嘉杰认为，
视频助理裁判也有自己的工作难
度，“可能他们在第一时间不一定能
看到最真实发生的情况”。

黄嘉杰表示，转播团队的原则
是“用最好的角度画面，还原比赛最
真实客观的一面，转播的时候不带
有任何立场”。和VAR是服务于主
裁判不同，转播团队是服务于观众
的。

“这是我们的原则，看到最真实
的，一定要把它放出来，不能误导观
众、带偏节奏。如果我们看到的画面
实际情况与裁判的判罚有偏差，也绝
不是说要故意放大裁判的缺点。裁
判和观众看到最真实的角度画面后，
怎么理解和判罚，不是我们要做的事
情”。

羊城晚报记者 林本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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