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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五大联赛延长停摆

本报讯（记者吴雨伦）随着新冠疫

情在欧洲持续蔓延， 欧洲五大联赛延

长停摆时间看上去只是时间问题。 日

前， 英超与西甲发布公告称将继续停

摆， 而其他三大联赛也几乎难以逃脱

至少停摆到 4 月底的命运。

最初只宣布停摆两轮的西甲联赛

3 月 24 日确认将继续停摆，直至西班

牙政府认为联赛具备重启条件。 另据

《阿斯报》报道，尽管公告中延长停摆

的范围是 “西班牙职业足球比赛”，但

西班牙足协已将停摆范围扩大到包括

业余级别在内的全部足球比赛。 英格

兰足总也宣布延长英超联赛停摆期，

并确认重启日期不早于 4 月 30 日。

法国职业足球联盟则发文称，当

前优先目标是让本赛季法甲和法乙联

赛在 6 月 30 日或 7 月 15 日结束。 德

国职业足球联盟已建议， 将原定于 4

月 2 日开赛的决定至少延长至 4 月

30 日以后， 这一提议已经得到了 36

家德甲和德乙球队的同意。

在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意大利，

意大利足协主席格拉维纳称本赛季意

甲具体恢复时间待定， 但不会以附加

赛方式决定排名，“意甲何时恢复还不

能确定，我曾说过很多方案，其中一个

是通过附加赛决定联赛排名， 但是这

对球队不公平， 我们无法承受它导致

的其他争议以及对足球运动的影响，

所以不会以附加赛方式决定排名。 ”

此外据英国《电讯报》报道，五大

联赛目前皆已陷入停滞状态， 为了让

联赛恢复后平稳运行， 国际足联或将

接下去的夏季转会窗与冬季转会窗合

二为一， 从 2020 年 7 月开始至 2021

年 1 月结束。

申城体育企业获信贷支持

市体育局与金融机构携手助力

本报讯（记者谷苗）为有序促进体

育企业复工复产， 上海市体育局日前

出台支持体育企业抗疫情稳发展的

12 项政策。 在各项政策中，“加强金融

信贷支持”这一“硬核”政策备受企业

关注。昨天，上海市体育局会同中国银

行上海市分行举办线上专场活动，介

绍专门针对体育企业设计的金融服务

产品，帮助体育企业共渡难关。

疫情期间， 体育产业中小企业的

经营受到一定影响， 收入端现金收入

减少或延迟， 支出端成本支出不变甚

至增加。 为将“加强金融信贷支持”政

策落到实处， 上海市体育局此前通过

各区体育部门、 各单项体育协会向体

育企业征集需求。 本次线上专场活动

则邀请 30 余家符合基本条件、意向较

明确的企业参加， 由银行专业人员对

“中银健体贷” 产品及服务做专题介

绍，线上“面对面”为企业排忧解难。

此次为体育企业提供的金融信贷

支持包括设立信贷服务快速通道、加

大信贷支持力度等多方面———对体育

产业优先受理、审批、放款；结合大数

据与云计算， 提供在线申请和授信平

台；提供优惠利率、灵活担保、配套跨

境撮合、投贷联动等综合金融服务；对

受疫情影响的企业， 可申请无还本续

贷，保障信贷平稳过渡。

针对不同的体育企业类型， 金融

信贷支持也有相应侧重。其中，对于体

育制造企业， 重点支持下游为训练基

地、重点运动场馆、重点学校等相关机

构提供服务的企业， 可通过应收账款

质押作为增信手段。 对于体育贸易企

业， 重点支持有跨境合作对接需求的

企业，可通过跨境撮合联通全球资源。

而对于体育服务企业， 支持体育赛事

组织、场馆运营、体育科技等相关企业

采购设备、日常经营周转，支持体育健

身、 教育培训等相关连锁型体育企业

支付房租、装修等。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体育企业是一

次严峻考验，但放眼长远，也让更多市

民重新审视健康的意义， 体育产业的

未来仍大有作为。 上海市体育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将与体育企业共克时艰，

为体育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上海体彩中心补助
便利连锁渠道渡难关
本报讯 为支持和鼓励便利连锁

行业渠道恢复体彩销售， 促进便利连

锁行业渠道发展， 上海市体彩中心拟

定补助办法， 对符合条件的便利连锁

渠道实体店以现金形式每店补贴 500

元， 帮助分担疫情时期实体店经营成

本，共渡难关。

2018 年以来，上海体彩中心陆续

与多家知名便利店品牌达成合作销售

中国体育彩票的协议。 体彩合作便利

店提升了购彩便利性， 扩大了购彩群

体，做到“多人少买”，贯彻落实“建设

负责任、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

公益彩票”的发展理念。

年初疫情袭来， 体育彩票曾暂停

销售一段时间。 3 月 11 日起，上海市

逐步有序恢复中国体育彩票销售。 除

推出帮扶政策之外， 上海体彩中心还

向实体店发放一次性口罩、 酒精洗手

凝胶等防疫物资， 安排专人负责指导

实体店责任人填写《承诺书》等复工相

关材料， 提醒实体店防疫物资的使用

规范， 为体彩恢复销售积极准备。 目

前， 上海体彩中心帮扶举措正逐步落

地实施， 切实解决便利连锁渠道实体

店困难。

（文彬）

东京奥运会延期引发连锁反应
最晚推迟至2021年夏季，沿用“东京2020”名称

新冠疫情阴影下， 东京奥运会扑

朔迷离的未来终于有了答案。 3 月 24

日， 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国际奥委

会主席巴赫通话后， 东京奥组委与国

际奥委会发布联合声明， 东京奥运会

及残奥会正式推迟至 2021 年，最迟将

于该年夏季举行。“最迟”一词意味着，

延期一年的表述并不准确， 奥运会未

必会在一年后的同一时间进行。 事实

上， 巴赫也在一天后面向全世界媒体

召开的电话会议上强调， 东京奥运会

的举办时间并非仅限于夏季月份。

随着世界体坛最大盛会推迟，原

定于今日从日本福岛县开始的奥运圣

火传递也将取消。 据 NHK（日本放送

协会）报道，“将奥运延期至明年”的提

议由安倍晋三提出，巴赫对此“百分百

同意”。 值得一提的是，在 23 日晚间，

东京奥运会的住宿管理系统就已提前

通知媒体及相关工作人员，原定于 26

日开始支付住宿费用尾款的时间将被

延后。 这可以被视为某种信号。

尽管赛期延后 ，但 “2020 年东京

奥运会”和“2020 年东京残奥会”的名

称仍将保留。 这是因为“TOKYO 2020

（东京 2020）”是注册商标 ，其特许经

营权等权益已通过赞助合同等方式授

予赞助商和特许经营商使用， 若另行

注册“东京 2021”，不仅将使得原有的

赞助合同需重新签订， 涉及一系列复

杂的法律问题，原本印有“东京 2020”

标识的纪念品、服饰、建筑外墙等也将

悉数作废， 会对东京奥组委和各赞助

品牌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从美国泳协、 美国田协到巴西奥

委会、斯洛文尼亚奥委会，随着疫情蔓

延，过去数周，越来越多体育机构呼吁

东京奥运会延期。 不过直至 22 日，国

际奥委会才在临时理事会上声明，将

与日本政府、 东京都政府以及东京奥

组委就“奥运会推迟”展开讨论。 该声

明透露出两条重要信息： 东京奥运会

确定不会取消， 以及是否推迟的结论

将在四周内，即 4 月 19 日前公布。 然

而，就在声明发布后数小时，加拿大奥

委会及残奥委率先作出强硬表态。 彼

时，不少媒体以“加拿大退出东京奥运

会” 概括加方的声明， 其实这并不准

确，加方退出的并非“东京奥运会”，而

是“2020 年夏天举办的东京奥运会”。

事实上， 加拿大奥委会在声明中

还一再强调希望奥运会延期， 并对国

际奥委会不取消东京奥运会的承诺表

达感谢。“加拿大奥委会及残奥委已作

出艰难决定，不派队伍参加在 2020 年

夏天举办的奥运会及残奥会。 我们急

切地呼吁将奥运会延期一年， 对于奥

运会在重新制定赛程时可能遭遇的困

难，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帮助。我们

认识到推迟奥运会决定背后的复杂

性， 但是没有任何事比运动员及全世

界人民的健康安全更重要。 问题的核

心不止是运动员的健康， 而是全体人

民健康。在新冠病毒的潜在威胁下，让

运动员为备战奥运继续训练， 对于运

动员、 运动员的家人或广大加拿大公

民都是不安全的， 这与加拿大政府向

全体公民提出的公共安全建议背道而

驰。 ”加拿大奥委会在声明中写道。

同样被误读的还有随后宣布 “退

出”的澳大利亚与挪威。澳大利亚奥委

会在声明中强调的是，该国“运动员无

法在 2020 年夏天完成集结”， 并已告

知所有运动员，为奥运会在 2021 年北

半球的夏季举行做好准备。 而挪威奥

委会主席贝里特·乔尔表达得更为严

谨，甚至并未排除在 2020 年参赛的可

能，“在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前， 挪威不

会派遣运动员参加东京奥运会。”在加

拿大、 澳大利亚明确表明了奥运延期

的诉求后不到 48 小时，东京奥运会正

式宣布延期。

这将是史上首届在公元奇数年举

办的奥运会。 原本就因欧洲杯与美洲

杯延期一年 （均将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至 7 月 11 日举行） 而异常热闹的

2021 年，将因此成为盛况空前的体育

大年。 只不过，非奥运年的夏季，往往

是世界各大单项体育协会举办世锦赛

等重要赛事的高峰时段， 东京奥运会

延期将不可避免地与部分赛事冲突。

过去两天， 世界田联与国际泳联

已先后表态， 愿调整各自世锦赛的赛

期，为东京奥运会让路。 其中，田径世

锦赛原定于 2021 年 8 月 6 日至 15 日

在美国俄勒冈州的田径重镇尤金市举

行，负责赛事筹备的“俄勒冈 21 组委

会”对调整赛期并无异议，在世界田联

的众多备选方案中还包括了延期至

2022 年。 而游泳世锦赛的改期更无悬

念，除国际泳联的配合态度外，也因为

这场原定于 7 月 16 日至 8 月 1 日举

行的赛事，赛地正是日本福冈市。同样

很可能与东京奥运会产生正面冲突的

还有明年 8 月在西班牙韦尔瓦市举行

的羽毛球世锦赛，以及 8 月 8 日至 19

日于四川成都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

会。目前，这些赛事尚未就是否会另择

赛期举行表态，但毫无疑问，因为奥运

会这个庞然大物挪了位置， 这些级别

较低的赛事只有改期这个唯一选择。

■本报记者 谢笑添

疫情或推动职业网坛改革排名系统
选手积分虽已冻结，但停摆期世界排名是否计入官方统计又引争议

各大体育赛事纷纷因新冠疫情按

下暂停键，停摆却向职业网球提出了前

所未有的挑战。 作为参加大满贯与大师

赛等重要赛事的直接依据，世界排名成

为网球停摆季备受关注的话题，扣除同

期积分还是冻结排名 ， 成为摆在 ATP

（男子职业网联 ）与 WTA（女子职业网

联）面前的两难选择。

根据此前的规定，无论自身因伤退

赛还是赛事因故取消，球员上一赛季同

期所获积分将被清零。 因此，今年印第

安维尔斯大师赛取消后，3 月 9 日公布

的排名也扣除了去年印第安维尔斯大

师赛的积分，其中损失最大的当属去年

获得 1000 积分的冠军蒂姆， 这样的政

策一度引发诸多网球选手的不满。

针对越来越多的球员不满，ATP 此

后表示还在研究如何处理积分排名。 最

终，ATP 与 WTA 在 3 月 19 日发布联合

声明， 赛季将因疫情停摆至 6 月 7 日。

停摆期间，球员的积分和世界排名将同

时冻结，2019 年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至

2020 年 3 月 9 日球员在各级别巡回赛

中所获积分将保留。 因此在本周一最新

公布的世界排名中，去年印第安维尔斯

大师赛的积分又再次被加入。

如今选手的积分与排名已暂时冻

结，但随之而来的另一大争议是 ATP 是

否应将停摆期间的世界排名计入官方

统计数据。 娱乐与体育电视网（ESPN）

认为，这直接关系到德约科维奇世界第

一的周数，甚至引发网球界对世界排名

系统的改革。 目前德约在世界第一的宝

座上已停留 282 周， 自 1973 年 ATP 引

入排名系统以来，这一数字排名历史第

三，仅仅落后桑普拉斯 4 周 ，距离费德

勒的历史纪录（310 周）也仅有 28 周。

倘若 ATP 将冻结期间的排名算入

官方统计数据，那么赛季恢复后 ，德约

科维奇将在世界第一周数的榜单上超

越桑普拉斯， 并紧追费德勒。 ESPN 表

示，“虽然费德勒球迷肯定不会满意，但

德约科维奇世界第一的周数应该被算

入在内。 即便目前的积分与排名已经冻

结，他凭借此前取得的成绩已经牢牢占

据世界第一的位置。 即使巡回赛未受疫

情影响正常开展，德约科维奇也会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占据世界第一。 ”

虽然短期内无人能撼动德约科维

奇第一的位置已成不争的事实，但依然

有舆论对塞尔维亚人将停摆期间世界

第一周数计入数据颇为不满 ， 他们认

为，这项运动的历史统计中应完全抹去

新冠疫情时期的数据，因为排名与积分

已被冻结。

不过 ESPN 认为，当前的世界排名

争议恰恰为 ATP、WTA 提供了改革排

名系统的机会。 近年来，纳达尔等球员

一直呼吁引入两年排名系统。 新方案的

拥护者认为，现行制度下 ，球员如果因

伤离开赛场数月， 排名就将大幅下滑，

而这一改革将延长球员的职业寿命，顶

尖选手可以减少参赛数量，受伤球员将

受到更多的保护。 虽然该建议已得到越

来越多球员的支持，但 ATP 方面不愿放

弃目前运转良好的一年积分系统，因此

这场因疫情引起的排名危机恰恰可以

成为推动改革的良机。

据 ESPN 分析，职业网坛出现目前

的争议是因积分排名系统有连贯性。 与

职业网球类似的还有职业高尔夫。 世界

高尔夫积分排名以近两年（104 周）为统

计期，最近 13 周的得分将全额计算，剩

余 91 周内取得的积分按每周衰减 1/92

计算。 若不冻结积分与排名，赛事停摆

后球员无积分入账时间累加，球员的世

界排名将受到比网球选手更严重的影

响。 因此高尔夫赛事停摆后，世界高尔

夫积分也从今年第 11 周（3 月 16 日）起

不再进行积分更新，球员将维持此前的

世界排名，解冻日期视疫情发展而定。

对于高度职业化的网球与高尔夫，

世界排名的作用显而易见。 而对于羽毛

球，奥运积分排名则扮演着更重要的角

色。 目前，世界羽联已暂停从 3 月 16 日

至 4 月 12 日期间的所有赛事， 但原本

将于 4 月 30 日截止的奥运积分周期是

否顺延目前尚无定论。 如今随着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延期已成定局，奥运积分

周期赛势必也将做出调整。

田径游泳延长达标周期不可避免
大量赛事推迟或取消，使运动员冲击奥运标准机会锐减

东京奥运会全部 50 个分项中至少

还有 33 项尚未完全确定参赛资格， 在

此背景下， 东京奥运会延期势必会对

原有的资格赛体系造成冲击 。 对于采

取资格赛形式的项目而言 ， 问题其实

并不算棘手， 篮球落选赛 、 帆船资格

赛等尚未进行的赛事仍有充裕的缓冲

空间， 待疫情过去后再推迟进行 ， 但

对于采取达标方式决定奥运席位归属

的项目而言， 情况就要复杂得多 ， 田

径与游泳两个基础大项就是典型代表。

除马拉松与 50 公里竞走达标截止

日期为今年 5 月 31 日外， 东京奥运会

其余田径项目的达标截止日期均为今

年 6 月 29 日， 但在如今绝大多数田径

赛事均已取消或推迟的情况下 ， 这两

个日期已失去意义 ， 达标周期势必将

会被延长。 由于奥运会何时开幕 、 世

界田联旗下各认证赛事何时恢复尚不

明朗， 新的截止日期如今根本无从确

定。 更多人将关注点放在了是否需要

提高达标门槛之上 。 舆论中已有不少

观点指出， 已达标选手的奥运资格应

被保留， 但由于达标周期延长 ， 为应

对达标人数过多的情况 ， “门槛 ” 应

有所提升。

事实上 ， 这一顾虑大可不必 。 延

长达标周期， 确实将为部分因受伤病

困扰未能达标的选手争取到更长的恢

复周期， 也让部分年轻选手获得更多

成长时间以达到奥运标准 ， 但考虑到

周期内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无比赛状态，

选手们实际获得的达标赛机会未必会

增加多少。 更重要的是 ， 东京奥运会

田径项目的 “门槛 ” 之高 ， 在圈内已

是公认的事实 ， 而无论某个国家或地

区代表队在某一项目中的人才储备优

势有多大， 参赛人数也不可能突破相

应的满额上限 ， 达标人数过饱和几乎

没有可能。 事实上 ， 在当初设定标准

时， 世界田联就不认为达标的运动员

人数会超过实际需求 ， 因此还设立了

另一途径———“大约 50%的选手通过达

标获得奥运资格 ， 其他则由世界排名

产生”。 为了照顾运动基础较差的国家

和地区， 田径 、 游泳这两个基础大项

还备有相当数量的外卡名额 。 这意味

着， 即便达标人数比计划更多 ， 也只

需调整不同入围途径的比例而已 。 不

过， 世界田联如今使用的世界排名体

系， 是去年初效仿国际羽联与国际乒

联建立起来的 ， 计算周期为一年 ， 考

虑到疫情已将原本的周期年拆解得支

离破碎， 世界田联很可能需要对统计

方式进行临时性调整。

在游泳大项中 ， 水球 、 跳水和花

游等分项以资格赛形式决定奥运席位，

分项游泳的各小项入围奥运会方式采

取了与田径类似的达标制 ， 其中接力

项目达标截止日期为 5 月 22 日， 非接

力项目则为 6 月 29 日。 在已有多场赛

事取消的情况下 ， 这两个期限同样已

不具备参考价值 ， 延长达标周期不可

避免 。 与采取单一标准的田径不同 ，

游泳仍沿用传统的 A、 B 标模式。 考虑

到东京奥运会游泳小项的 A 标较四年

前的里约奥运会有大幅提高 ， 因此也

无需担忧周期延长可能造成的达标人

数过多。

事实上 ， 摆在世界田联与国际泳

联面前的问题是完全一致的———究竟

该如何设定新的达标周期 ？ 在疫情控

制情况达到办赛标准的情况下 ， 又如

何在延长后的达标周期内妥善安排那

些推迟的赛事 ， 避免与原定于这一时

间段举行的赛事产生冲突？

■本报记者 吴雨伦

■本报记者 谢笑添

虽然东京奥运会确定延期， 爱尔兰竞走选手仍在为备战奥运坚持户外训练。 视觉中国

东京奥运会确定延期， 倒计时显示屏被贴上印有 “调整中” 字样的纸张。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