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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月与两支世界杯参赛队热身月与两支世界杯参赛队热身

里皮精心布局国足重建里皮精心布局国足重建

球场展风采
昨日，南阳市军休系统第二届

“战友杯”门球赛在市政府门球场进
行。此次比赛由南阳市民政局主
办，市军干二所承办，共有来自我市
各县市区的 10支代表队约 80名军
队离退休干部参赛。⑥1

本 报 记 者 李 谱 通 讯 员
李学晖 焦凤霄 摄

11日，国足主帅里皮前往中国足协，向协会党委书记杜兆才
汇报带队工作情况，这也是12强赛后双方首次正式会面。虽然国
足无缘俄罗斯世界杯，但里皮给球队带来的变化有目共睹，其能力
与职业态度也得到了中国足协的肯定。在融洽的氛围中，里皮团
队已开始为国足重组以及备战2019年亚洲杯精心布局了。

除了11月的两场热身赛之外，里
皮团队对未来一段时间，甚至明年3月
中国杯的备战计划也做了精心设计。
在国内各项重大赛事及亚冠落幕之后，
国足将于12月1日在广州集中，备战即
将于12月上旬在日本进行的东亚四强
赛。虽然效力于欧洲球队的日、韩多名
主力球员届时难以归队，但能够与两支
亚洲足坛强队对垒，中国队必将有所收
获。而由于U23亚洲杯将于明年1月

举行，因此参加东亚四强赛的国足当
中，U22适龄球员的比重不会太大，里
皮很可能会将补充新生力量的目标集
中在1993/1994年龄段球员身上。

与此同时，里皮对于工作团队的建
设也非常看重。虽然领队李铁已赴中
甲卓尔俱乐部担任总经理，但里皮还是
希望尽可能维持住12强赛中完整的教
练及后勤保障团队的阵容。⑥7

(肖 赧)

里皮团队制订长远备战计划

在赴江阴考察U22国足与洪都拉
斯队的两场热身赛之后，里皮日前抵
京。虽然杜兆才赴足协工作只有几个
月时间，与国足和里皮的交集有限，但
他这段时间很关注国足的情况，其中
不乏对里皮的了解。从足协此前的公
开表态可以看出，中国足协对于里皮
12强赛后 6轮比赛的执教整体满意，
对于球队在精神面貌及技战术层面的
积极变化也给予充分肯定。足协主席
蔡振华也明确表态，里皮将在12强赛
后继续担任国足主帅并继续履行与中

国足协签下的工作合同，也就是说他
将继续带队到2019年亚洲杯结束。

从去年接手球队到现在，里皮出任
国足主帅整整一年，在此过程中，双方
都遇到了一些问题，但彼此信任，合作
也比较愉快。里皮助手、U22国足主帅
马达洛尼日前曾对意大利媒体表示，

“银狐”能否与中国足协续约要取决于
2019年亚洲杯以及近两年中国足球发
展的情况。这样的表态实际也向外界
传递出一个信号，那就是里皮与中国足
协存在着续约的可能性。

足协与里皮合作愉快

国足原计划于 10月进行的两场
热身因故被取消，这个结果虽有利于俱
乐部投身联赛冲刺，但对旨在重建的国
足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中超落幕之
后，新一届国足就将在广州重新起航。
按照里皮及中国足协达成的共识，中国
队接下来的备战质量丝毫不能打折。
11日从足协传出消息，首次挺进世界杯
决赛圈的冰岛队将于11月10日在广州
与中国队过招。而4天后在重庆，中国

队还将与哥伦比亚队进行热身赛。根据
约定，客队必须保证全主力来华。

与两支世界杯参赛队热身，国足
并不甘于“陪太子读书”，里皮之所以
专程考察 U22国足，就是希望从中物
色新鲜血液补充到国足。据知情人透
露，新一期国足集训阵容将出现较大
幅度变化，至少有6到7名新人加入其
中。新国足的“雏形”将通过 11月两
场热身展现出来。

11月热身对阵世界杯参赛队

里 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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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产 搜 搜 搜
广告咨询电话：63136669

售 房
△卧龙区农委家属

院，校场路东，路南有
单位房一套，五楼，三
室一厅，90多平方米，
手续齐全，欲出售。

电话：15738099678
△三川盛唐河景房，

三室精装送品牌家具
家电，中央空调，证齐
首付35万。

电话：15938821575
△大市证首付18万，

四楼三室147平方米送
储，河南泰山路河边。

电话：18211821735
△独山大道玉龙苑，

板式精装四室，中间楼
层，大市证可按揭。

电话：18211865326

售 房
△文化路与七一路

交叉口市党校院内有
一单元房欲售，四楼，
三室一厅，90多平方
米，手续齐全。

电话：18637798966
△人民路九小旁，三

楼三室送储藏室，大市
证可按揭。

电话：15936135153
△独山大道河景房，

25楼三室 160平方米，
包更名包后期。

电话：15137775009
△三杰盛世城，四室，

150平方米，精装修，送
全部家具家电，大市证，
可公积金可商贷。

电话：15737778721

售 房
△建设东路东苑小

区 4楼 ，两 室 67平 方
米，送储，首付 12万大
市证。

电话：18317226230
△建设路文秀花园，

精装通透三室145平方
米，大市证可按揭。

电话：15670282858
△新十五小对面府

院一号 23层，102平方
米，现可装修入住。

电话：13503909116
△临独山大道金冠

小区92平方米，两室一
厅，多层板式二楼，结
构合理，送地下室12平
方米，售39万。

电话：15670218955

售 房
△孔明路龙达新天

地，144.3平方米，三室
两厅双卫，板式电梯16
楼，通风采光好，临新十
五小，售96万，可按揭。

电话：15670218955
△“鸟巢”旁天麒家

园 2楼 116平方米，三
室两厅，精装修。

电话：18537797093
△人民路与光武路

交叉口，九小附近，3室
2厅，155平方米，五证
齐全。

电话：13603776322
△氵育溪家园9楼四室

两厅162平方米，毛坯，
中央空调，24小时热
水，急售。

电话：13673892942

售 房
△建设路与文化路

交叉口附近，广厦静园
小区单元房，235平方
米，带一小院，大市证，
离学校近，价优。

电话：17637716888
△李宁体育园常绿

大溪地一楼 183平方
米，三室二厅二卫，另
送 60平方米花园和 86
平方米地下室。

电话：13607631595
△张衡东路丰源小区

2号楼二单元21楼南户
135平方米，精装修，手
续齐全，户型合理，环境
优美，物业正规，价格面
议。非诚勿扰。

电话：18638449313
杨女士

△白河桥南九龙路
氵育源小区 128平方米，
三室二厅，车库一间。

电话：15238199588
15539997050

成本价售房
靳岗正大加油站

东信臣大桥西头孙庄
有数套四层单元房出
售，面积 92平方米～
115平方米，价 10万～
12万，另送地下室约
18平方米。

电话：13838778365
13938979436

售 房
△嵩山路临街门面1

间 3层 190平方米，大
市手续齐全。

电话：13838788992
△张衡路工农路口

锦利茗苑 19楼 151平
方米，价优，可更名。

电话：15637719399
△桂花城 256平方

米五室河景复式一套，
另有白河南穆斯林市
场 民 房 一 套 ，可 做 门
面，大市证，价面议。

联 系 电 话 ：
15537783330

旺铺出售
人民路鸿德花园

一楼旺铺，50平方米，
价格面议。

电话：15737788777

售地皮
独山宅基地皮出

售，可自成小院，位置
优越，环境好。

电话：15036292001

厂房出售
工业园区花园式

标准化厂房一处，占地
50亩，混凝土标准化车
间 1万平方米，办公楼
4000平 方 米 ，综 合 楼
3000平方米，现出售。

电话：18837705990

厂房出售
信臣路光电产业

园，2万平米集厂房，办
公，仓储为一体。5.2米
层高。50年独立产权，
可分割。

电话：633577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