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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的好转，足坛的赛事逐渐恢
复，近日有消息称亚冠联赛和世预赛40强
赛重启时间已确定，但经证实亚足联目前
仍没有敲定重启计划。

5月8日，在经过医护人员对1142人进
行核酸检测后，韩国K联赛成为了首个回归
的亚洲主流联赛。虽然看台空荡荡的，但
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对K联赛首轮进行了直
播，足以证明大家对于足球赛事重启的渴
望。随之而来，有消息称亚足联已经给参
加亚冠的各队下发了最新预案，最先恢复
的小组赛有望在6月16日和17日进行，不过
这个消息很快就被否定。参加今年亚冠联
赛的中超四支球队昨天均表示没有收到亚
足联关于亚冠重启的通知，上海申花新闻
官马悦在社交媒体上直言：“怎么可能6月
1 6日开赛，俱乐部没有收到过任何通
知。”同样，北京国安俱乐部也没有得到
亚冠即将开赛的消息，目前球队的备战计
划中也并未涉及到亚冠小组赛。

有消息表明，世预赛40强赛将在10月
重启，其中中国队的4场比赛将分别在10月
和11月进行。而中国男足也正是按照这个
时间表进行备战，国足主帅李铁此前表

示：“我们现在得到的信息是，世预赛正
常是推迟到10月份和11月份进行，因此我
们在5月份组织了一期集训。这之后如果联
赛能够正常打，我们计划8月份和9月份各
有一期集训，然后9月份的时候我们希望能
有一场公开赛，好好地准备10月份和11月
份的世预赛。”

对此，亚足联秘书长温索尔表示：
“亚冠联赛自今年3月份暂停以来，亚足联
已经召集相关会员协会以及利益各方召开
过多次会议，并就亚冠联赛的回归路线进
行了深入的探讨，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内打
完这个赛季的亚冠联赛。但是，受到亚洲
范围内疫情的影响，迄今为止，我们依然
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时间表。6月中旬，亚
足联将再次召开会议，商讨并有可能确定
最终的方案。”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亚冠联赛东亚区
比赛6月重启的可能性非常小。目前只有K
联赛复赛，而中超联赛与日本的J联赛都还
只是在推进复赛计划中。因此，较为乐观
的重启时间可能是在7月份。

据《北京晚报》

日本知名体育经济学家宫本胜浩日前预
测，新冠肺炎疫情给日本体育产业带来的经
济损失大约是26亿美元。

据《日本时报》报道，宫本胜浩在一份
报告中说，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中46%（11 .9
亿美元）来自日本职业比赛无法正常进行，
其他的损失来自体育用品制造商和销售商以
及餐饮等行业。

这份报告覆盖了日本主要的职业比赛，
包括足球J联赛、棒球职业联赛、篮球联赛和
相扑等，但没有包括赛马、摩托艇和自行车
等有博彩业支撑的比赛。

宫本在报告中说：“从今年初以来，日
本的职业体育受疫情打击特别严重，大的职

业比赛和俱乐部可能会渡过难关，但小的机
构和俱乐部会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恢复元
气。”

这位日本关西大学名誉教授认为，日本
损失最大的联赛是棒球联赛，这也是日本最
大的职业比赛，预计年度收入将损失40%，
大约是10亿美元。另外，足球J联赛损失3640
万美元，相扑损失约5000万美元。

宫本说：“希望疫情尽快结束，公众可
以尽快重返职业赛场欣赏比赛。”

专门研究体育经济的宫本此前曾推算，
若取消奥运，日本经济损失将达425亿美元，
延期一年损失达60 .4亿美元。

据新华社

亚足联6月中旬开会定日程

亚冠 世预赛 重启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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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搬厂

桂福搬家 5582230搬厂起重
区内市县往来

抵押低息贷款 18677395925

借 贷 担 保
低价大车抽粪高压

疏通2995942

疏通·补漏·安装疏通·抽粪

抽粪改道瓦窑 3611670 七星 5806389
水管钻孔秀峰 3898628 象山 3812798疏通生 活 服 务生 活 服 务

西城路步行街旺铺招租
象山区西城路步行街一楼临街

门面，约 140 平方，设备齐全，

人流量大，可做简餐，超市等。

联系人：李先生 18777398151

开
票

厨厕马桶汽车抽粪
房顶卫生间补漏疏通 2883818

租 转 信 息

微笑清洁外墙室内、钟点、油烟机、水电
13647730685、18174177611

家政·清洁 吉庆搬家 3870707损坏赔偿
绝不乱加钱

象山搬家 3822222起重、搬厂
叉车出租

半球搬家获“行业十佳”称号
拆装空调 2606628

富邦搬家 5636788搬厂 搬设备
洗地毯，外墙

桂北搬家专业搬钢琴、搬家
搬厂、市县往来2612891

搬家
搬厂好日子搬家 18978385136卷闸门·电动门

诚信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 15977338056

胜利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 13977358532

不漏水再付款可开发票
退伍军人旧房改造腻子补漏 2807111

工商注册退伍军人水电
腻子泥工不漏水再付款防水 2820386

161m2 大圆盘处
电话：13977390980

北极广场当街旺铺出租
中山中路康美大厦一楼门面约
170m2，适合各种经营，价格面议

旺铺招租 18677300393

补漏大王鑫楼人
天漏地冒都不怕

憎 0773-3810 291
136 0773 8338 保证
质量否则双倍赔偿

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桂林神全防水补漏材料厂
专接高难度防水补漏工程；新楼房防
水降温工程；卫生间免拆补漏；外内墙
防水新涂料，欢迎各房产商，装修公司
战略联盟。本厂发明生产专卖，上门服
务一步到位，诚信企业，认准神全。
www.gxshenquan . com 全厂长 13077601275

疏通·补漏·安装防水补漏

南方大厦一层商铺招租
位于市中心十字街南方大厦一层临街商铺(微笑堂北侧)，招租面

积约 600 平方米，适合各类商家入驻经营，商铺可整租、可分租，

价格优惠。有意者请联系：15807739119 谢先生、13907731808 吴女

士

门面招租
1、高新区五里店路 19 号，临街
一层门面 75m2 ；2、高新区青岭
西路，临街一层门面 108m2。适合
办公、娱乐、休闲，内有停车场。

联系电话：13788597878

品 牌 推 荐

是一所乡村休闲交友会馆，位于美丽的鲁家村桃花江畔，
有三层楼的别院，活动浪漫高雅有品质！电话：15295951030

朵亚乡村会馆

不漏水再付款水电泥工
腻子退伍军人工商注册补漏 2868837

疏通抽粪象山 3817569 七星 5861219
秀峰 3817569 北门 8994622

遗 失 声 明

噪桂林市天骄教育培训学校遗失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法人）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2450300773881700M；
及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正副本，编号：
教民 145030170000408 号，声明作废。

噪曾仁华遗失芦笛路 55 号 3 栋 3-
3 号房的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
合同编号：ZZ213413，声明作废。

微信
同号陶姐白事 13005955440

殡葬服务

家电·家具维修

移机清洗
加氟回收空调维修 13152599266

沙发翻新皮沙发、海绵垫、布
套、椅子 18007877699

精修空调洗衣机
电视冰箱热水器环球冷气 5838779

日本体育产业

因疫情将损失约 26 亿美元

2019-2020赛季德甲联赛
17日进行了第26轮的两场比
赛，卫冕冠军拜仁慕尼黑凭借
莱万多夫斯基的点球和帕瓦尔
的头球，客场2:0战胜“升班
马”柏林联合；科隆主场2:2战
平美因茨。

德甲17日迎来联赛重启后
首轮的第二个比赛日，拜仁客
场挑战柏林联合，全取3分，继
续领跑积分榜。本场比赛，莱
万伤愈复出，开场3分钟就以禁
区外一脚劲射宣告强势回归，
皮球擦横梁飞出。

第39分钟，格雷茨卡禁区
内接球被苏博蒂奇踢倒，莱万
主罚点球一蹴而就，这是莱万
效力拜仁以来获得的第28次点
球机会，也是他打进的第25粒
点球。

第80分钟，帕瓦尔底线拼
抢，获得角球机会，基米希开到
中路，帕瓦尔头槌建功，拜仁2:0

锁定胜局。帕瓦尔的进球是德甲
本赛季第750个进球，场均3 .2个
进球是德甲自1985-1986赛季以
来最高纪录。拜仁在主帅弗利克
带队的16场比赛打入了50个进
球，也创造了德甲历史上罕见的
佳绩。

另一场较量中，科隆在主
场领先两球的情况下，被在降
级区边缘挣扎的美因茨连追两
球扳平。开场不久，美因茨法
国后卫尼亚卡特在禁区对科隆
前锋乌特犯规，经VAR回放确
认，裁判判罚点球，乌特破门
为主队取得领先。

下半时，科隆奥地利中场
凯因茨再入一球，扩大领先优
势。为客队追平比分的分别是尼
日利亚前锋阿沃尼伊和喀麦隆
中前卫马隆。美因茨获得宝贵的
1分，在积分榜位居倒数第四。

据新华社

莱万伤愈复出罚进点球

拜仁继续领跑积分榜

拜仁慕尼黑队主教练弗利克戴口罩在场边指挥。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