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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乔巍，你可能知道他是深足后防线上铁闸，可能知道他是《深圳力量》声音饱满又略带沙哑的主唱，可
能知道他是去年打青岛黄海头破血流、依然坚持带伤上阵的硬汉。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他同时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是懂得呵护家庭、时常把媳妇儿孩子挂在嘴边的暖男，还是被无数脑瘫家庭铭记的爱心大使。他憨厚、硬朗的外表下，
实则有着一颗柔软的内心。让我们一起走进乔巍。

爱心大使 &“超人”爸爸：乔巍
A: 这个微信头像是我媳妇发的，
这照片正好是两个孩子。爸爸就是超
人，我一看还真是挺好的，一方面是有
趣的，另一方面也可以体现作为爸爸的
责任感，所以就用它了。
Q：从很多事情中，觉得你是一名
慈父，谈谈你的育儿经吧？
A: 我两个孩子，带给我的感受是
不一样的，儿子皮实一些，女儿需要更
加细致地照顾。他们说等女儿会说话之
后，会对爸爸说很多暖心的话。6 月球
队放假，我几乎天天都在郑州的家里陪
孩子。因为足球行业的特性，我不能经
常回家陪孩子，很内疚也很珍惜。养孩
子需要有效陪伴，有效陪伴不是看似在
孩子身边，注意力却在手机上。陪伴是

国，一个是比利时，但是没想到他们俩

要进入孩子所处的环境、融入角色，和

半决赛对上。这届世界杯的克罗地亚跟

他们一起玩。

两年前葡萄牙有点像，都是经过好几场
加时、点球走到决赛。我挺喜欢法国的

Q：你期待你的儿子以后从事什
Q：很多球迷要求我问问你的成长
经历，请介绍一下吧？
A：我 8 岁开始接触足球吧，14 岁
（2001 年）那年就被选进了河南建业

打动了她，哈哈。当时也有很多男孩儿
追她，但作为运动员，我做事还是比较

A：这个看他自己吧，不管孩子将

man 一点，也还算细心，也许这些打动

来做什么，首先兴趣才是最重要、得投

了她吧，就在一起了。

其所好。他现在 4 岁，玩儿的东西非常

A: 每个人每个踢球的人，都有个

多，有时候也踢球，但还没发现特别喜

梦想，肯定想进国家队。但是我觉得眼

欢足球。

前最重要的还是先帮助深足冲超，这是

U15 梯队，20 岁（2007 年）进入一线队。
之后一直在建业，直到 2016 年中期加
入深圳队，深圳是我效力的第二支球队。

后腰坎特，还有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

么？希望他成为职业球员么？

Q：你的微信头像是一个超人拉着
一男一女两个小孩，这有什么寓意么？

Q: 而立之年，职业生涯的梦想是
什么？

我短期的目标。
Q：你是《深圳力量》的主唱球员

Q：你的家人在深圳吗？
A: 媳妇儿孩子都没在深圳，他们
会抽我媳妇儿能休息的时间到深圳来看

之一，歌唱得好，有什么秘诀么？
A：没什么，天生的吧，音域比较好，
哈哈。

我。每次基本就呆两三天、凑场主场比
赛过来看。

你俩是怎样认识、在一起的？
A：当时有一个饭局，队里几个朋
友一块参加。张璐（现效力上海申花）

在哪里？
A: 我在河南成立了一个青训俱乐
部的项目，和河南比较好的学校合作，

Q：很多人称你为“四爷”，这个
绰号是怎么来的？

Q：听说你爱人是电视台主持人，

Q: 退役之后希望从事什么事业？

A：因为我来深圳的时候选了 4 号。
他们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北有个黑

到一定年龄孩子的基础就定型了，青训
还是挺重要的。也有在考虑拿个教练员
证、从事教练工作。总之跟足球相关，
因为一直非常喜欢。

社会大哥叫乔四爷，都姓乔，他们就把
这绰号放我身上了。

当时的女朋友正和河南电视台的主持人

Q: 在 2016 年中期进入深足一线队
之前，听说你在预备队苦练了半年，当

吃饭。正好两个包间挨在一起，张璐就

Q：训练和比赛之余，
你主要做什么？

带我们就过去打招呼。那天去吃饭的人

A: 训练和比赛之后其实都比较累，

基本都结婚或者有对象了，就我和我媳

A: 其实当时有好几个队找我，但

也干不了啥，看看比赛和电影，没事去

妇儿当时是单身，他们就开玩笑说处处

是当时将近一年没怎么没比赛和系统训

个海岸城吃个饭啥的。

练。唐尧东指导当时带深圳队，深圳队

吧。那天饭局之后，队友就跟我说，这
女孩不错，挺适合过日子的，挺好。后
来我和我媳妇儿就接触了，约她吃了几

时情况是怎样的？

也有挺多的认识的朋友，所以就过来先
Q：本届世界杯，最喜欢那支球队、
哪个球员？你觉得谁会拿冠军？

跟着预备队练，恢复恢复身体。当时刚
来深圳，湿热的天气不适应，自己一个

顿饭、看电影，最后水到渠成。她开始

A: 我喜欢意大利，可惜没进世界

并不想找运动员，但是我的质朴、纯真

人练也比较枯燥，最后还是狠下心咬紧

杯。开赛前，我看好两个队，一个是法

牙，练了三个月，达到了比赛状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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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A A NUESTRA AFICIÓN

致球迷信
Shenzhen, 12 de Julio de 2018
深圳

2018 年 6 月 12 号

Estimados amigos:

este periodo, hemos realizado 29 sesiones de

下来的联赛里面展现他们自己，来取得我们渴望的冲

亲爱的朋友们

trabajo en gimnasio y campo y hemos jugado dos

超目标。

Vuelvo de nuevo a dirigirme a todos

China con resultados muy satisfactorios.

partidos amistosos contra equipos de la Superliga
Espero que en el siguiente partido contra

vosotros con la idea de que compartamos algunos

在这个休赛期，我们的目的是让受伤的球员进行

el Shanghai Shenxin podamos seguir contando con

aspectos sobre nuestro equipo durante el parón

恢复以及继续优化那些我们认为在接下来很短时间就

el apoyo de todos nuestros aficionados. Para

en la Liga con motivo del Campeonato del Mundo.

要开打的艰苦联赛里面的关键点。因此，在短时间休

nosotros es un aspecto clave.

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在世界杯联赛停

假后，6 月 16 号我们重新开始了训练。每天上下午的

赛期间我们球队的一些动态。

两堂训练课是对基础体能的优化提高，同样也是对我

我希望下场面对上海申鑫的比赛，我们能够继续
得到球迷朋友们的支持，你们的支持对我们至关重要。

们球员个人以及团队的比赛方式上的提高。在这段时
Nuestro objetivo durante este periodo era

间，我们总共进行了 29 堂训练课，包括了健身房以

aprovecharlo para recuperar a los jugadores

及场地训练。此外还进行了同两支中超球队的热身赛，

lesionados y para mejorar aquellos aspectos que

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Os necesitamos.
我们需要你们。

considerábamos que iban a ser claves en el duro
Campeonato de Liga que volveremos a reiniciar

Estoy muy contento con el trabajo y la actitud

en breves días. Así, tuvimos un corto periodo de

de nuestros jugadores y creo que hemos conseguido

descanso y desde el pasado 16 de Junio reiniciamos

los niveles de mejora que nos habíamos propuesto

los entrenamientos con sesiones dobles de trabajo

durante este periodo. Ahora sólo queda que todo

en mañana y tarde para mejorar las capacidades

ello lo podamos mostrar en los próximos partidos y

físicas básicas y para asentar y mejorar nuestro

que consigamos el ansiado objetivo del ascenso.

modelo de juego y los roles individuales y

我对球员们的训练和态度感到非常高兴，我相信

colectivos de nuestros jugadores. En total, durante

通过夏训到达了我们想要的水平。现在就让他们在接

Juan Ramón López Caro
胡安·拉蒙·洛佩兹·卡罗
Head Coach Shenzhen F.C.
深圳佳兆业队主教练

（上接第二版）
选择进了深圳队。
Q: 家里人对你离开家乡、来深圳
是什么看法？

Q:深圳球迷和河南球迷有什么不同？

想对球迷说什么？

A: 球迷的热情其实都是一样的，

A: 首先很感谢，我印象里有几个

可能是每个地方不同、表达和发泄的方

球迷对我还真的挺好。反正每场比赛有

式方法也不一样。唯独一点不同，就是

一个戴穿白大褂的球迷叫船长、还有“疯

A: 虽然飞机也就两小时到了，但

咱们深足球迷人不多；像河南每场比赛

子”，他几乎每场都在。有时候踢得不

确实不能经常回家。心里边有时候挺难

基本上场场都是两万多一点。如果我们

好，自己心里面也挺内疚。对不起球迷

受的。孩子有时候生个病都照顾不了。

球迷人更多一点，我觉得氛围气氛会好

的这份热情。但不管球队是好的时候，

我媳妇儿也跟我抱怨过，说你们踢球的，

很多。

还是输球的时候，球迷们都依然都是挺

就不应该结婚，她跟军嫂似的。其实嘴
上这样说，但是心里边还是特别支持我。
Q: 到深圳队前，你有差不多一年
没比赛，是怎么适应比赛节奏的？

支持，我很感动。其次主场希望有更多
Q: 在深足的两年以来，哪场比赛
自己最满意？哪场最不满意？

的球迷去看，人越多，越对球员的兴奋
度有帮助。

A: 最满意的就是今年打延边的这

A: 一般踢中卫不会抽筋，但前两

一场了。不满意也是今年的第一场，因

Q: 去年你带伤上阵，俱乐部奖你

场比赛抽了。但那时候我还没有真正适

为我造了个点球，最后球队没有赢球。

20 万元，你却捐给慈善机构，当时是

应深圳的湿热，消耗确实挺大，后来踢

这个点球也是我职业生涯造的得一个点

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几场慢慢就会适应了。

球，当时对方先手上有动作，裁判没吹，

Q：深圳和河南，两个地域、两个
级别踢球的感受有何不同？

A: 我在河南踢球时候也撞破过头，

我当时可能稍微有点赌气，头脑一热就

我头上缝了快 20 针了。作为运动员来

犯规了，当时的景象让我终身难忘。

讲，在场上头破血流，虽然看着还挺心

A: 河南人踢球的人还挺多的，风

惊肉跳，其实很正常。后来李（小刚）

格朴实、简单，作风比较硬朗！深圳本

Q:中甲对位过最难对付的前锋是谁？

总说按俱乐部规定，要给我奖励。我当

地踢球的人不是很多，球员基本来自全

A: 我们队的前锋都不好对付，哈

时就说，这钱我不能要。因为当时比赛

哈。不过对我来说，稍微个大、身体莽

输了，而且那场比赛我最后也被红牌罚

一点的我都不怕，因为我本身身体条件

下来，后来就和俱乐部商量把这钱给捐

Q: 上个月在夏令营活动中真切接

也不错。但是个头稍微矮一点、身体灵

了。这也能够帮助到更需要帮助的人。

触到天使宝宝，
感受跟之前有不一样么？

国各地。深圳的打法更细腻一些。
Q：觉得目前的深足是一支怎样的
球队？
A: 现在这支深足跟以前比，凝聚
力真的提高了。来了这两年，给我印象

我之前我对脑瘫儿童还不是特别

快的，对我来讲比较难对付，就像申鑫
的比罗比罗。

最深的就是今年。客场对延边，我们上

架犯规这个事以后坚决要避免。

Q:家人是怎么看待你捐款这件事情？

的了解。那天“脑瘫宝宝”的活动，介

A: 他们挺支持，我媳妇她爸听见，

绍脑瘫的视频一放，我还真的挺感动。

半场叶楚贵被罚下，还 0:1 落后。但最

Q: 跟队里哪位球员关系最好？

全是竖大拇指。后来去年主场跟石家庄比

因为现在自己也有孩子，父母对孩子的

后我们实现了逆转，这应该是深圳队以

A: 都还好，要说特别好的就算亚

赛，我跟矫喆比赛完骂起来了，被红牌罚

这份爱是无法形容的。我看完这个视频

下。我媳妇儿和我爸就批评我，说以后再

真的觉得脑瘫宝宝的家长们太不容易

也不要有这种事情出来了。家人都说上次

了。我希望能有更多机会、更多人去帮

捐款的事绝对是好事、绝对支持，但是吵

助他们。

前没有发生过的。从那场比赛开始，大

君、徐洋了，毕竟之前都在建业。

家更有底气和心气，更加有凝聚力了吧。
Q: 深圳球迷很喜欢你的拼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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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宝宝深足夏令营温馨开营
6 月 23 日下午，天使宝宝深足夏令营温馨开营！ “天使宝宝”是一群 0-14 岁罹
患新生儿脑（瘫）损伤的特殊儿童，深足俱乐部 2016 年就开始关注并帮助这些孩子们。
活动当天，16 名天使宝宝和他们的家长走进深足训练基地，深足教练和球员们与宝宝

关震和天使宝宝张博森

李晋庆和天使宝宝邓瑶

叶楚贵和天使宝宝黄大宝

王大龙和天使宝宝赖思彤

周亚君和天使宝宝唐慈

王统和天使宝宝贾思齐

关震和天使宝宝张博森

关震和天使宝宝张博森

徐洋和天使宝宝谌烁

陈阜俊和天使宝宝陆逸鹏

普雷西亚多和天使宝宝刘宸菲

费煜和天使宝宝赵美茹

葛振和天使宝宝黄卓闻

陈国庆和天使宝宝许逸欣

阿布和天使宝宝麦学烨

韦健和天使宝宝张辰宇

们进行了亲密互动。每位宝宝都由一位球员固定陪伴，他们是天使宝宝的爱心教练。

因为足球，孩子们 3 分钟与球员打成一片
唐慈是一名有视觉障碍的天使宝宝，面对
陌生环境，他比其他人更加敏感，也更难与人
打成一片。但是当他一坐下来，旁边的周亚君
就轻声细语地和他聊起天来，不到 3 分钟，唐
慈就主动握住了周亚君的手。作为父亲，周亚君
知道和孩子打成一片有多重要。他说：“当他紧
紧握着我的手的时候，就有一种深深的触动感。”

颁发“爱心大使”的荣誉称号。
2017 年，深足球员乔巍捐出 20 万元奖金用
于公益事业，其中 10 万元资助深圳市天使家园
特殊儿童关爱中心。乔阳女士在致辞中表示：
“我
相信在乔巍和深足俱乐部的帮助下，天使宝宝
会越来越好，深足也会越来越好。”
■妈妈们的话
贾思齐妈妈：今天第一次接触足球，就

深足球员细心指导

教练耐心陪伴

活动开始后，深足球员变身爱心教练，拉
着“小徒弟”的手，一步一步地教他们盘带、射门。

舍不得离开了。看到教练那么耐心地陪着她
们玩，我真的很感动。
唐慈妈妈：唐慈刚刚开始好紧张啊，和

这孩子由于脑部障碍，身体平衡和四肢协调能

球员也不敢互动。后来慢慢熟悉了，一起踢球，

力不像普通孩子那样灵敏自如，看似简单的踢

一起画画。真的好开心啊！唐慈在地铁上还

球动作对他们来说却非常有难度。但球员们还

一直说着踢球的事。

是一步步耐心地领着孩子完成整个带球和射门。

谌烁妈妈：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这么

画画是很多天使宝宝的特长。第一次接触

专业的球员很耐心的陪着孩子们踢球，孩子们

足球的 16 个宝宝，在叔叔面前摆开 16 个画板，
拿起画笔与自己的爱心教练一起完成了一幅以
足球为主题的画作。

很开心。
张辰宇妈妈：今天孩子们玩得很开心！
在一群这么有爱心，耐心的球员哥哥的陪练
下，孩子们一直陶醉在踢球的乐趣当中！

深足成为“爱心基地”乔巍被授予“爱心大使”称号
活动中，深圳天使家园特殊儿童关爱中心
理事乔阳代表深圳市天使家园特殊儿童关爱中
心，向深足颁发“爱心基地”的牌匾，向乔巍

张博森妈妈：本来博森的座位是第 4 个，
结果卡罗邀请博森坐他身边，当时心里暖暖
的。卡罗很开心，让博森给他读丑小鸭的那
幅画，读的不准时，还纠正了读。

深足大家庭群策群力 “天使家庭”售出千斤荔枝
7 月 3 日，一篇《来自一位天使妈妈的求助：

心基地”，深足俱乐部立即行动，在官方微信发

卖荔枝供宝宝康复》的微信推文，在朋友圈迅速

出了购买余盛城一家荔枝的倡议。倡议发出后，

传播。为了筹集天使宝宝余盛城继续康复的资

球迷们纷纷响应， 不少球迷朋友一次性购买数

金，其父亲承包了果园种植荔枝。怎料荔枝丰收

十斤；球员们也纷纷转发倡议，力争让受困家庭

了，怎么卖出去却成了问题。一筹莫展的余家向

得到更多帮助。在深足大家庭群策群力的帮助

深圳市天使家园特殊儿童关爱中心和深圳市足

下，短短一两天的时间内，余盛城一家滞销的

球俱乐部发来了求助信息。

荔枝卖出了千余斤，困扰他们的难题得到缓解，

作为深圳市天使家园特殊儿童关爱中心“爱

余盛城宝宝的康复资金也有了一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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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深足球衣的变迁史

深足珍藏版纪念品首次公开展出
队旗、队刊《追球》和衍生品等。展品

能浮现出当时的场景，很有感触。”

深足俱乐部借势联合布吉佳兆业广场首

主要由深圳市球迷会整理提供，每件展

铭哥也希望能有更多的球迷能抽时间

次展出了深足历史珍藏版纪念品，希望

品都烙印着深足第 12 人的故事。

前往观看，重温一下深足的历史和文

在火热的 7 月里，世界杯激战正酣，

能有更多普通市民接触到深圳足球历史

球迷铭哥在得知深足岁月展后，

化。“深足越来越重视文化建设，看

特地前往布吉佳兆业广场细细地游览

到俱乐部在一步一步把自己的历史

本次展出的珍藏品约 30 件，包括

了 一 次。 从 2005 年 开 始 看 深 足 的 铭

‘捡’回来，作为球迷真的很开心也

深足历史珍贵球衣、签名足球、奖牌、

哥说：“看着每一件展品，脑海中都

很欣慰。”

与文化。

深圳队历年球衣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深足岁月”部分展品背后的故事

深足明星摆件：
健力宝时代，球队推出的
2005 年深足 10 号球
员王新欣的球衣。

1996 年时成立仅 3
年的深圳足球队球衣。

当 年， 深 足 首 次 参

当年，深圳队首次征战

加国际赛事，闯进亚洲冠

甲 A 联 赛，作 为 升 班 马

军联赛四强，创下当时中

不 幸 降 级， 但 随 后 在

国俱乐部亚冠最佳战绩。

1997 年重新回到甲 A。

2007 年，深足与曼
联在澳门友谊赛球衣。

明星球员摆件（郑智、李玮峰、
李毅主题铜盘）。

2016 年，深圳本土成长起来的大型综合
性投资集团——佳兆业集团正式入主深圳市足
球俱乐部，深足走进重启辉煌征程的全新时代。
前一是 2018 年深圳佳兆业 9 号球员普雷
西亚多上演“大四喜”的落场球衣。
2018 年 4 月 29 日，普雷西亚多在与石家
庄永昌队的比赛中打入 4 球，成为深圳队历史
上首位单场比赛打入 4 球的球员。

深足签名足球和队刊：
这 是 2002 年 深 足 全 队 签
名的足球。
2002 年，深足队刊——《追
球》创刊号，封面人物为后防
大将李玮锋。

前一是 1998 年深足 16
号 队 员 谢 峰（ 原 国 家 队 队
员）的球衣。当年深圳队聘
请了历史上首位外籍主教
练 —— 韩 国 足 坛 名 宿 车 范
根，帮助球队成功保级。

深足纪念足球和深足队
刊复刊：
2017-2018 年， 深

深足奖牌：
2005 年， 深 足 获 得
中超杯比赛亚军。

足纪念足球。

左 一 是 2004 年 深 足 守 门
员 19 号 李 雷 雷 球 衣， 当 年，
深圳队夺得了首届中超联赛冠

2018 年 4 月 29 日，

军，成为首支夺得顶级联赛冠

深足队刊《追球》时隔

当年年底，深足收购了

军的广东省球队，并且获得了

13 年后再度复刊，封面

火车头（杉杉）足球队，当

参加 2005 年亚洲冠军联赛的

人物为深圳佳兆业队 8

中包括李玮峰等 16 名极有

资格。

号球员叶楚贵。

左 二 是 2003 年 深 足 中 场

潜质的火车头队年轻队员。

核 心 球 员 10 号 郑 智 的 球 衣，

前 二，2000 年， 深 足

左 三 是 深 足 后 场 核 心 球 员 25

由科健手机冠名。

号李玮锋的球衣，右一是深足

前三，2008 年深足球衣。
后一，2015 年深足球衣。

深足创队队旗

前锋球员 9 号李毅的球衣。
绘图：三过老师

版面备注：欢迎球迷朋友们为我们提供深足历史珍藏品线索，以备日后更大规模的集中展出 ;

联系人：深足俱乐部传媒及公共关系部 吴丰（邮箱：wufeng@kaisa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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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深足 FIFA 电竞争霸赛落幕

中国足协副主席李毓毅一行调研深足

普雷提前喊“Finish”球迷范倬华捧走冠军

冠军范倬
华“指点”王统
战术要诀
7 月 6 日下午，国务院足球改

表示： “佳兆业集团对足球发展

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常务副

的定位是正确的，佳兆业集团已经

来自一线队、预备队、U19 梯队、俱乐部行

主任、中国足协副主席李毓毅，中

担当起通过足球推动城市发展、通

政团队和球迷的参赛选手一路走过预选赛、

国足 协副秘书长、准 入 部部 长何

过自身进步推动国家足球运动发展

小组赛、淘汰赛，相互切磋，增进了交流，

玺，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联络专员

的重任。” 他对深足俱乐部的经

朱和元，中国足协中甲联赛部部长

营管理作出了 26 字评价：“思考

加深了理解。6 月 30 日晚，全部比赛结束， 的德国队对阵 U19 小将祝亭峰“统领”的塞
球迷范倬华捧走冠军奖杯，陈阜俊、普雷西 尔维亚。比赛一开始，德国队迅速取得 2 比

李立鹏，深圳市足协常务副主席、

是理性的、方向是正确的、管理是

亚多、康一博分列二、三、四名。不少球迷

秘书长 赵亮 等 领导一行，莅临深

严格的、精神状态是良好的。”他

足俱乐部丽湖足球训练基地进行

还对深足俱乐部“拿管理提升战斗

纷纷表示，要在接下来一年中苦练“FIFA”， 想把这场比赛的录像发给勒夫！”最终德国
争取在下一届的比赛中能跟球员中的高手过 3 比 1，谢明旗完胜晋级八强。

深入调研并召开了现场工作会议。 力、用服务产生推动力、靠文化激
深圳市足球俱乐部常务副总经理

发凝聚力、凭产业孵化创造力”的

李小刚率俱乐部中层以上管理人

“四力”驱动运营模式给予了高度

员全程陪同，并向调研领导作了工

认可。

作汇报。

首届深足 FIFA 电竞争霸赛历经半月， 入一粒点球。
球迷：好想把比赛录像发给勒夫
1/8 决赛中，深足预备队谢明旗“操控”

0 领先！这时，观众席中响起了一句：“好

招。
叶楚贵临阵磨枪：			
落败也未能为阿根廷“攒人品”

会上，李毓毅向深足俱乐部提

本届赛事，叶楚贵本没有报名参赛。

调研会上，李小刚全面介绍了

出了四点建议和期望：一是继续把

但看到队友们都在深足 FIFA 电竞赛小组赛

佳兆业集团入主后，深足俱乐部在

优质资源做优，做大做强足球产业

中披荆斩棘，叶楚贵最终没忍住参赛。他

管理思路、球队实力、后勤保障、

的无形价值和品牌价值。二是继续

从队务谌啸手中“夺”过阿根廷队的“统

梯队建设、文化塑造、产业创新等

把青训体系做实，有效实现青训梯

领权”，在 1/8 决赛中对阵俱乐部行政人

方面的变化与进步，系统、深入地

队的职业化发展。三是继续把足球

员康一博“统领”的法国队。双方你来我

阐述了俱乐部的运营模式、发展理

文化做好，持续树立优良的球员形

往、上演了进球大战，但叶楚贵最终还是

念和长远规划，并就联赛准入筹备

象，同时实现俱乐部文化、联赛文

以 3 比 5 遗憾落败。叶楚贵赛后笑言：“我

工作作了汇报。

化和城市精神的有效关联。四是继

这是在给阿根廷队攒人品，哈哈……”不

李毓毅副主席高度肯定了佳

续把管理团队做硬，将团队人员水

过阿根廷最终在世界杯中被法国淘汰，叶

兆业集团投资足球并将足球作为一

平做到行业领先、全国领先。李毓

楚贵攒的“人品”貌似也未能拯救阿根廷。

项重要产业来经营的战略格局，同

毅鼓励深足俱乐部再接再厉，为中

下半场“惹不起”的普雷提前喊“Finish”

时高度评价了深足未来发展愿景，

国足球做出更大贡献。

普雷西要多在连续的三场小组赛比赛
中，连入 9 球，但有 8 粒都是在下半场打进，

冈比亚前锋迪巴加盟深圳佳兆业队

在场观众不禁戏言“下半场的普雷惹不起”。
半决赛中，普雷西亚多对阵球迷范倬华。
比赛到第 77 分钟，普雷已经是 5 球落后。

6 月末，深圳市足球俱乐部

这次普雷也认输了，笑着连说：“Finish,

与瑞典哈马比足球俱乐部及球员

finish ！”不过，普雷在第 87 分钟还是攻

本 人 达 成 一 致， 球 员 帕· 艾 默
特· 迪 巴（Pa Amat Dibba） 正

首届深足 FIFA 电竞争霸赛排名（前 16 强）

式转会加盟深圳佳兆业队。
迪巴是冈比亚现役国脚，司
职前锋，出生于 1987 年 10 月 15
日，身高 1.78 米，体重 67 公斤。
加入深足前，迪巴效力于瑞

名次
冠军
亚军
季军
殿军

典超级联赛哈马比足球俱乐部，
本赛季联赛出场 10 次，打入 7 球，

5-8 强

贡献 2 个助攻，暂列瑞超射手榜

（排名不分先后）

第二位，帮助球队暂列联赛榜首。
迪巴速度快，爆发力强，得分能
力出众，助攻能力突出。他的加
盟，将进一步丰富球队进攻手段、

9-16 强

完善球队进攻体系。希望他用出

（排名不分先后）

色的表现帮助深圳佳兆业队赢得
更多胜利。

参赛者
范倬华
陈阜俊
普雷西亚多
康一博
唐致诚
谢明旗
谢宝贤
买尔旦·阿不拉
代祥
费煜
王统
孙晓彬 / 谌啸
祝亭峰
阿布 / 唐明明
陈硕
谌啸 / 叶楚贵

（球迷）
（一线队队员）
（一线队队员）
（俱乐部工作人员）
（俱乐部工作人员）
（预备队队员）
（一线队队员）
（U19 队队员）
（球迷）
（一线队队员）
（一线队队员）
（预备队队员 / 队务）
（U19 队队员）
（一线队队员 / 翻译）
（俱乐部工作人员）
（队务 / 一线队队员）

所用球队
克罗地亚
墨西哥
哥伦比亚
法国
埃及
德国
葡萄牙
日本
丹麦
巴西
俄罗斯
巴拿马
塞尔维亚
西班牙
比利时
阿根廷

俱乐部新闻
2018.7.14 星期六 本版编辑：严亦宽

7

深足 U13 梯队建队集训
深圳首支本土职业化青训队伍启航
经过一个多月的选拔，深足 U13 青训梯队从 400 多名小球员中正式选中 24 人大名单。
目前，这些小球员已经正式集结，开始接受专业训练。深足 U13 队选拔测试从 5 月 10 日开始，
经过了试训比赛、体能测试、MuTrix 快速处理球训练评估测试、对抗赛等环节， 24 名球员
从来自深圳、广州、东莞、清远等地的试训球员中脱颖而出，组成深足 U13 队。

深足 U13 梯队成员

■教练组

主教练：赵斌

助理教练：丁祥瑞

守门员教练：马龙飞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姓名
吴品宁
张阳
赵桂翊
冯嘉豪
王晋涛
林健伟
张皓然
康贤彬
王政
邹钧豪
肖凯
徐英鋐
章舜绕
林浩济
林邵希
刘志鹏
杨洋
崔潇强
周锦鸿
伊锐
徐瑞华
邓靖轩
朱炜强
刘沛祺

出生日期
2006-05-06
2006-05-06
2006-04-17
2006-06-29
2006-08-30
2006-08-21
2006-04-05
2006-04-06
2006-05-24
2006-03-15
2006-01-11
2006-08-06
2005-11-28
2006-07-18
2006-11-11
2006-12-19
2006-07-16
2006-10-28
2006-10-28
2007-12-31
2005-10-02
2005-10-25
2006-12-26
2006-3-15

学校
碧波小学
园岭小学
碧波小学
碧波小学
新洲小学
中山小学
百花小学
布吉小学
红桂小学
布心小学
皇岗小学
皇岗小学
碧波小学
碧波小学
布心小学
坪山实验学校
坪山实验学校
华一小学
泰宁小学
坪山实验学校
坪山实验学校
坪山实验学校
布心小学
武汉育才二小

崔潇强

邓靖轩

冯嘉豪

康贤彬

林浩济

林建伟

林邵希

刘沛祺

刘志鹏

王晋涛

王政

吴品宁

肖凯

徐瑞华

徐英鈜

杨洋

伊锐

张皓然

张阳

章舜绕

赵桂翊

周锦鸿

朱炜强

邹钧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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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U19 足协杯比赛

一线队战报
深圳佳兆业 VS 呼和浩特

D 组小组赛第一轮

（2018 年 6 月 1 日）

深圳佳兆业 3:1 长春亚泰
深足进球队员：哈提（2 球），廖伯基
首发名单：邱奎佔、霍梦阳、刘志威、卢家彬、廖柏基、沈煌、
胡国彬、叶力玮、粱宪、买尔旦·阿不拉、李亮标

D 组小组赛第二轮

（2018 年 6 月 3 日）

深圳佳兆业 2:4 天津泰达
控球率 %

60.0

40.0

传球成功率 %

87

78

深足进球队员：孙晓彬，哈提

射

门

13

8

传球次数

331

196

田军、胡国彬、温峻、叶力玮、祝亭峰

射

正

8

3

角 球

7

3

2018 中甲预备队联赛战报

首发名单：孙晓彬、邱奎佔、叶力江·什那尔、卢家彬、杨晨、沈煌、

D 组小组赛第三轮

（2018 年 6 月 5 日）

深圳佳兆业 6:1 呼和浩特
深足进球队员：叶力江，哈提（2 球），陈卓杰、霍梦阳、徐正璋

第十二轮

（2018 年 5 月 31 日）

首发名单：李亮标、邱奎佔、陈卓杰、霍梦阳、徐正璋、叶力江、
祝亭峰、温峻、廖柏基、热阿普哈提、孙立强

深圳佳兆业 1:0 呼和浩特

四分之一决赛

（2018 年 6 月 21 日）

深足进球队员：谢宝贤

深圳佳兆业 2（13）：2（14）北京中赫国安 （点球负）

2018 全国青少年足球超级联赛战报

深足进球队员：哈提，孙立强
首发名单：孙晓彬、叶力江·什那尔、霍梦阳、孙立强、热阿普哈提、

第十一轮

陈卓杰、廖柏基、徐正璋、温峻、买尔旦·阿不拉、李亮标
（2018 年 7 月 6 日）

深圳佳兆业 1:2 浙江绿城
深足进球队员：哈提（2 球），廖伯基

第十二轮

（2018 年 7 月 11 日）

9-16 名排位赛

深圳佳兆业 1:4 河北华夏幸福
（2018 年 6 月 23 日）
深足进球队员：孙晓彬

深圳佳兆业 3:0 武汉卓尔

首发名单：孙晓彬、叶力江·什那尔、霍梦阳、孙立强、李威、
陈卓杰、卢家彬、沈煌、温峻、祝亭峰、李亮标

深足进球队员：孙立强、霍梦阳、哈提

深圳佳兆业 2（3）：2（5）广州富力（点球负）
（2018 年 6 月 25 日）
深足进球队员：陈卓杰，卢家彬
首发名单：邱奎佔、霍梦阳、李威、刘志威、卢家彬、杨晨、沈煌、
徐正璋、叶力玮、祝亭峰、买尔旦·阿不拉

深圳佳兆业 1:0 武汉卓尔
（2018 年 6 月 27 日）
深足进球队员：陈卓杰
首发名单：孙晓彬、叶力江·什那尔、霍梦阳、孙立强、热阿普哈提、
陈卓杰、卢家彬、杨晨、廖柏基、温峻、祝亭峰

梯队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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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爱开大脚的国青“少年”
——深足 U19 梯队后腰 温峻

9

简直可以说是完美。”
国青逆袭：从边卫替补到主力后腰
2017 年 6 月，温峻和队友徐正璋
入选了 U19 国青队，随队参加“潍坊

是把球踢好，其他的都不在考虑范围
之内。”对于未来，温峻直言想尽早
在深足一线队踢上球，为深足奉献自
己最好的职业生涯。
被问及如果有机会留洋，他会选
择去哪里时，温峻坦言他选择日本或
者西班牙。在他看来，西班牙和日本
都是坚持打地面的球队，非常适合他
自身的技术特点。

亏，因为他是“一名靠意识和技术踢

节奏都非常快，我当时非常吃力，很难

球的球员”。防守预判、提前卡位、

跟上节奏，对抗中也几乎抢不到球。”

提前制定传球路线，这是温峻在后腰

这段经历让温峻意识到自己离一线队

位置上的要诀。“如果拼身体，我遇

球员的水平还有一定差距。那时他就决

到奥汗德扎那样的球员肯定被撞飞了，

定，要更加努力训练，加强快节奏比赛

所以只能靠脑子”。在深足 U19 教练

的适应能力。“只要把每一件事踏实做

组来看，温峻的确属于踢球比较“聪明”

好，就一定会有机会。”

线和条件。

潍坊杯上代表国家出战。本次采访之后，我们才发现，坐在对面稍显腼

其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后腰

腆的“少年”，在其并不出众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颗笃定而成熟的心。

发挥不好，将影响整个球队的进攻体

本期《深足潜力星》，我们一起走进深足 U19 梯队主力后腰 温峻。

系，球队进攻就会非常被动。因此温
峻要求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能随便出球，
无论对手再怎么逼抢，他都要求自己

恶他，反而因为他跑得快，推荐他到学
校足球老师那去试训。
这一试，温峻就马上觉得离不开足
球了：“太好玩了，太有意思了”。或
许是足球老师发现了温峻在足球上的天
赋，试课之后就立即决定让他加入了年
级队。那一年，温峻 8 岁，刚上小学二
年级。踢了两年之后，温峻直接从四年
级队升入了六年级队。虽然小两岁、个
子比队友和对手都矮许多，但是他在场
上丝毫不落下风。
2009 年，一名东莞松山湖的青训
队教练通过比赛看上了温峻，力邀他加
入，那时，温峻年仅十岁。他没有过多
地犹豫，就决定离开四川、独闯广东。
这是因为“当时想到外面看看更好玩、
更新鲜的世界；家里人也想锻炼一下我，
就让我来了。”但是真的一个人来到东

不开大脚，“我特别讨厌开大脚”。

上一关灯，一屋子的队员就开始哭，太

这一点，他非常钦佩深足一线队

想家了。”到后面与队友们渐渐熟悉、

的叶楚贵，“他踢球特别合理，也是

打成一片，才慢慢习惯了离家在外的生

属于技术流的踢法。而且他特别稳、

活，也学会了独立照顾自己。

特别拼，八九十分钟的时候还在满场

希望一直为深足效力

飞奔，他真的是我们的榜样”。而在

2013 年，温峻所在青训球队迁到
东莞麻涌，开始了更为职业的训练和比
赛。到 2016 年，佳兆业入主的深足俱
乐部收购东莞麻涌队，温峻随之加入了
深足 U17 精英梯队。

世界足坛，温峻的偶像是克罗地亚的
莫德里奇。“他是我最喜欢的球员，
也是技术流的。他在世界杯上的发挥

人物 档案

来到深足，温峻意识到自己的机会
来了，因为踢中甲中超的机会摆在他的
面前，他直言当时是开心又激动的。来
到深足之后，温峻觉得这里跟麻涌相比，
更加职业、专业，饮食、住宿、训练条
件都很专业。与他同一批来到深足的麻
涌队友，都和他迅速地融入了新的环境，
“现在大家非常团结，我们就是想一群
兄弟一起冲上去。今年我们很有信心。”
作为同年龄段的佼佼者，不乏其他
球队联系温峻父母，希望将温峻招致麾
下。然后温峻一直并未所动，“我在深
圳挺好的。现在深足大家庭，最重要的

己在许多地方还需不断进步。埃里克森

“从准备活动开始就特别快，整个训练

在的后腰位置是球队极

跑在最前的人。但班主任并没有因此厌

取得了 2 胜 1 平 2 负的成绩。

如此，他也觉得自己在比赛中并不吃

名正在上初中的少年。而实际上，温峻已经是 U19 国青主力后腰，并在

在班级里，他是最调皮、下课跑得最快、

置。最终，他与国青队友在“潍坊杯”

赛，这给温峻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

在温峻看来，他所

的话来说，“这样导致自己有些调皮”。

比赛，便让温峻坐稳了主力后腰的位

身体对抗，他并不能占据上风。即便

的娃娃脸、不到 1 米 7 的个子和文质彬彬的外表，你很难不认为这是一

温峻出生在成都，是独生子，家里

缨，申请改打后腰。教练让他试了两次

队员与一线队大哥们进行了一场训练

创造好的进攻路

的关心与呵护都集于他一身，按他自己

己最擅长的还是后腰的位置，便主动请

年龄段的球员中不算高大，如果进行

送出去，从而为球队

莞之后，温峻却明显感到不适应，“晚

定让他担当主力左后卫。而温峻认为自

担任深足主教练时期，安排温峻这批小

到一条合理的路径，将球输

跨年级成长 十岁闯广东

的替补球员。训练一两周之后，教练决

温峻身高目前不到 1 米 7，在同

的球员，他往往能在混乱的局面中找

如果严格按年龄来说，温峻已经不能称为是少年。但一张稍显稚嫩

时，教练组只是安排温峻担当左边后卫

虽然入选了国青，但温峻认为自

用脑踢球 以叶楚贵为榜样
2017 年，温峻（二排左二）入选 U19 国青队，参加“潍坊杯”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

杯”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刚入选国青

温 峻
·出生于 1999 年 9 月 26 日
·四川成都人，汉族。
·身高 167cm，体重 54kg。
·司职后腰，惯用脚为左脚。
·2013 年，温峻加入成都足协青
训队，并且随队获得四川省省运
会冠军；
·2016 年，温峻由东莞麻冲加入
深圳佳兆业 U17 青训队。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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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激情过后夏日怎么过？

与“橘子”船一起 畅享 海岛游

在俄罗斯大地燃烧了一个月的世
界杯行将结束，你或许呐喊过、开心过、
哭泣过。但炎炎夏日，除了唤醒激情
的世界杯，在你的记忆里，是否还有
阳光、沙滩和老船长？是否有美女帅
哥在海边肆意踏浪，或下潜与水母游
鱼共舞，或是恋人相依看一场绯红落
日的浪漫画面？

大海无边、晴空万里！无论是与家人、 的伶仃洋上，星罗棋布错落着众多
佳人一起，夏天，都是属于海岛的！

海岛，美景美味样样不差，其中外

在海岛上，看日升日落，远离尘嚣，
慢享浪漫时光；

伶仃岛更是以石奇水美、幽雅恬静、
空气清新、民风淳朴、治安良好而

在海岛上，听潮起潮退，卸下疲惫，
尽赏海味烟火！

闻名遐尔。更值得欣喜的是，深圳
航运集团早已开通了蛇口前往外伶

提到夏日海岛，人们很容易联想
起泰国、马尔代夫。其实在我们的远郊

仃岛的航线，可以说，一张船票，
就能解决你说走就走的海岛之行。

优惠、订票、游玩一站式体
验——尽在鹏星会

深圳航运集团鹏星船务的骄子——深足号

想去外伶仃岛游玩怎么买票？
其实很简单，从深圳出发的旅客可通
过三种渠道进行购票。第一种是通过航运

深圳航运集团拥有深圳本土最大规

集团蓝骑士国旅进行购买；第二种是前往

模的客运船队，一直以温馨服务著称。

蛇口码头窗口直接购买，第三种是最方便

在蛇口国际邮轮母港中停着的大大小小

也是优惠最多的方式，即通过“鹏星会”

的“橘子色”客船，就来自深圳航运集

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购票。

团下属鹏星船务，其中，船身上印有俱

“鹏星会”是深圳航运集团旗下鹏星

乐部标志的“深足”号更成为了船队的

船务公司为旅客会员提供的集购票、旅游、

骄子。

购物、资讯、客服、便民为一体的在线服

“深足”号在船队鹏星系列中位列 1

务平台。广大旅客可在微信上直接关注“鹏

号，又称“鹏星 1 号”，是深圳航运集团

星会”公众号，成为会员，然后便可通过

有史以来第一艘 300 客位高速客船 , 也是

公众号直接购买“橘子船”所有航线的船

第一艘以足球俱乐部冠名的高速客轮。目

票。成为“鹏星会”会员还有一个独特好处，

前，“深足”号主要承担深圳与珠海之间
的载客任务，日后还将开赴香港、澳门、

圳足球文化和城市形象。每日的穿梭

圳这座城市。未来城可期，或许哪天，

周边海岛等地。作为深圳一张海上名片，

往来，“深足”号也让更多粤港澳以及

你在前往外伶仃岛的路上，
便与
“深足”

“深足”号致力于推广足球运动、传播深

海内外乘客深度了解深圳足球、了解深

号有了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

即会员通过在“鹏星会”购票船票、旅游
产品等，可获得相应积分，提升会员等级，
并可直接用积分抵扣订单金额。同时，“鹏
星会”也会定期推出优惠活动，包括送优
惠券、购票领红包等活动。可以说，通过“鹏

蛟龙出水天堑变通途——蛇口至外伶仃海岛航线

星会”购买船票甚至是直接预订酒店都将
更加实惠。
目前，“鹏星会”正推出“外伶仃岛
2 天 1 晚双人套餐全年钜惠”活动，其中平

外伶仃岛隶属于珠海市，岛不大而

日双人仅需 1188 元，周末 1888 元，费用

绮丽，山不高而峻秀，尤以水清石奇为

包含双人往返船票和特色四星酒店住宿一

人称道。岛上伶仃湾、塔湾、大东湾的

晚，现在预订全年可使用；此外，在指定

沙滩，沙质细腻，海水湛蓝，清澈见底。

日期入住将获得额外赠送，如 7 月 16 号 -8

外伶仃岛夏无酷暑，四季如春，山水兼

月 23 号入住，旅客将获赠海鲜现金券 100

得，旅游资源丰富多彩，具有典型的亚

元 和 DIY 亲 子 风 筝 一 套； 而 游 客 在 8 月

热带雨林风景和海岛伊甸园风光，是镶

24-31 号入住获赠的力度更大，将获赠清蒸

嵌在珠江口与南太平洋交汇处的一颗璀

老虎斑一条（约 1.5 斤）、顶棚双人自行

璨的明珠。民族英雄文天祥《过伶仃洋》

车环岛骑行 30 分钟和 DIY 亲子风筝一套、

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

水枪组合套装等。人均只要 600，不用出省，

汗青”，即诞生于此。

就能到海岛度假吃海鲜，可谓相当划算！
“鹏星会”现在还针对不同季节推出

可是，以前深圳旅客想前往这座美

不同的旅游套餐，详情可扫描“鹏星会”

丽的海岛却需先绕行珠海再搭船前往，
可谓时间冗长、极其不便。对于很多游

将为旅客的乘坐体验提供多种选择。航

客来说，倒不如买张机票飞往泰国来得

线途中还将经过港珠澳大桥、香港大屿

轻松。而自去年深圳航运集团开通由

山等水域，风景可谓美不胜收！

蛇口直航外伶仃岛的航线以来，伶仃洋

除了外伶仃岛航线，深圳航运集

天堑变通途，旅客从蛇口码头上船，仅

团还运营着其他 9 条航线，包括由蛇口

需 70 分钟便可抵达外伶仃岛，每天 1

至港澳、香港机场和福永（深圳机场）

班。目前，蛇口至外伶仃岛航线由鹏星

至中山、澳门以及盐田至南澳的航线，

15\16 系列高速客船执行，该船型可载

基本达到珠三角地区全覆盖，每周超过

客 199 人，分为普通舱、头等舱、VIP

100 个班次，完美解决粤港澳地区旅客

房等，在满足旅客便捷出行的同时，也

1 小时出行的需要。

二维码进行关注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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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50 城万人热力奔跑
“Kaisa Run”

6 月 7 日，美国《福布斯》网站

“2018 中国大陆在港房地产公司财富

公布 2018 年度“全球上市公司 2000

创造能力 TOP10 第 6 位”、“2018

强”榜单，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房地产公司上市治理 TOP10 第 8

以 49 亿美元营收、4.85 亿美元利润、

位”三项大奖。

荣列榜单第 1492 位。
根据亿翰智库最新统计，今年前

同时，全国 50 余座城市、上万名

周年之际，佳兆业集团举办以“奋斗时

员工及业主代表在各地同步开跑，矫健

代 再创佳业”为主题的 KaisaRun 全

身影在赛场穿梭，大家以奔跑宣誓，用

国跑步活动以庆祝公司生日。全国 50

奔跑祝福，共同表达对公司 19 年岁月的

多个城市、100 多家公司、12000 多名

祝福，对集团未来发展前景的良好祝愿。

员工参与了这场声势浩大的 6.3 公里

十九载芳华，一路奋斗一路精彩。

跑步活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展示了企

佳兆业从深圳的一家项目公司，发展成

业不惧困难、拼搏向上的精神；同时，

为国内领先的大型综合性投资集团，布

寓意着佳兆业正加速“跑回”一线阵容。

局全球五大上市平台，地产主业突飞猛

迎 着 清 晨 的 第 一 缕 阳 光，

进，多元业态跨越发展，这一切都离不

“KAISARUN”主会场深圳大运中心，佳

开佳兆业所有员工的的辛勤付出，努力

兆业集团控股总部、各专业集团及业主

奋斗！

代表共 600 余人聚集一堂，整装待发。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19 岁正是青

随着发令号角的响起，600 余跑者飞奔

春昂扬，激情澎湃的年纪。19 岁的佳

在红色的跑道上，艳阳如火，汗如雨下，

兆业风华正劲，我们有信心实现蓬勃发

无阻我们奔跑的步伐，大家热情高涨地

展，拥抱新时代的温暖和荣光，再创佳

完成了 6.3 公里全部赛程。

兆业的芳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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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亿美元资产和 34 亿美元市值，

2018 年 6 月 2 日，在公司成立 19

吴丰

资资本市场方面，佳兆业于 2018
年先后获纳入恒生综合大中型股指数、
恒生沪深港通大湾区综合指数成份股。

六个月佳兆业销售 285 亿，收获良性

此外，5 月 25 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

稳健发展。基于良好业绩，佳兆业集

限公司发布，佳兆业集团控股主体信

团于“2018 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成果

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发布会”获“2018 中国大陆在港房地

反映集团偿还债务能力很强，受不利

产公司投资价值 TOP10 第 4 位”、

经济环境影响较小，违约风险很低。

佳兆业集团荣获
“2018 深圳市房地产开发企业综合实力第六名”
2018 年 7 月 10 日， 由 深 圳 市

作出的突出贡献，佳兆业集团蝉联

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市海洋局）

“2018 深圳市房地产开发行业社会

指导、深圳市房地产协会主办的第

责任标杆企业”十强。

八届深圳房地产盛典暨行业综合评

本次获评“2018 深圳市房地产

价发布会在深圳举行。佳兆业集团

开发企业综合实力”十强第六位及

凭借领先的综合实力与出色的市场

“2018 深圳市房地产开发行业社会

表现，荣列“2018 深圳市房地产开

责任标杆企业”十强，表明市场权

发企业综合实力”十强第六位，
“2017

威机构对佳兆业集团发展成果、未

年深圳市施工面积 Top10”第五位，

来潜力及社会贡献的高度认可，将

“2017 年 深 圳 市 商 品 房 销 售 面 积

为佳兆业扩大发展规模、强化市场

Top10”第八位。同时，凭借在公益

竞争力、扩大品牌影响力提供有力

慈善、精准扶贫及乡村振兴事业所

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