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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大赛来了！
你准备好了吗？
□记者 王小娟

苏宁 2.7 亿欧元购得 70%股份

中国企业成了国米的主人
江苏苏宁集团昨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旗下苏宁体育产业集团以约 2.7 亿欧元（约合 20.12 亿元人民币）的总
对价，通过认购新股及收购老股的方式，获得国际米兰足球俱乐部约 70%的股份。交易完成后国际米兰俱乐部主席埃里
克·托希尔旗下的 ISC 仍持有约 30%的股份。中国足协执委刘彤表示，苏宁此次并购为中国足球提供了一个宝贵契机。
那么通过此次收购，中国足球和国际米兰俱乐部未来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未来将有怎样的化学效应？
在经过半年的磋商后，随着苏宁成为这家有着 108 年历史
俱乐部的大股东，未来的发展让中国球迷产生无限的联想。
会不会有更多的意甲球员到中超踢球？苏宁队的几位大牌外
援以及优秀的中国球员会不会登陆意甲？中国的俱乐部又会
从国际米兰这样的豪门俱乐部中学到什么……

从国米
“挖人”会更容易
既然同时拥有了国际
米 兰、江 苏 苏 宁 两 家 俱 乐
部，除了从中国输送球员前
往意大利，那么从意大利挖
人也会变得简单。
目前江苏苏宁刚刚炒
掉了主帅佩特莱斯库，由预
备队主帅唐京出任代理主
教练，而此前也传出过国际
米兰主帅曼奇尼将挂帅苏
宁的消息，当然消息的可信
度非常低，且不论国米是否

会换帅，再者曼奇尼是否愿
意来中国执教也未可知。
不过，这也反映了苏宁
从国米挖人会变得简单，苏
宁目前外援中最薄弱的就
是前锋线，如果从国米挖来
阿根廷锋霸伊卡尔迪或许
就是个不错选择，当然收购
国米后势必会为苏宁在引
援市场谈判增添分量，潜力
新 星 们 可 以 先 来 苏 宁“ 练
级”
再去国米
“打怪”。

中国小球员将去国米青训
本赛季曼奇尼带领国
米取得联赛第四名，取得了
下赛季欧联杯的参赛资格，
但国米的目标远不止重返
欧联。
《米兰体育报》和《罗马
体育报》的报道留给外界更
多猜测，他们发文称江苏的
两位巨星特谢拉和拉米雷
斯都会来到国际米兰。不
过以目前的状况看，苏宁刚
刚接手江苏不久，主要阵地
应该还在国内，削弱江苏队
的阵容来补强国米的可能
性不大。
而本土球员方面，江苏
苏宁阵容中尽管国脚众多，

但实话说没有一人能够在
国米立足，与其送去当广告
销售员还不如踏踏实实在
国内赛场踢球，但这并不意
味着这条路不可行。国际
米兰历来对亚洲球员颇具
好感，苏宁能够选拔有潜力
的青年才俊加入国米训练
营，走青训之路加入国米一
线队。苏宁体育集团副总
裁宫磊与萨内蒂在台上交
流时提到，苏宁将选派 100
名小球员，进入国米青训系
统，同时通过国际米兰将小
球员再送到欧洲的青训系
统，这种方式无疑是操作性
最高的。

国米来华机会会更多
除 了 双 方 在 球 员、教
练、青训上能够有合作外，
苏宁收购国米或许最直接
的影响就是，中国的蓝黑球
迷会离喜爱的球队更近了。
联想一下泰国老板控
股的莱斯特夺得英超冠军，

在泰国举行的盛大游行活
动，或许未来国米夺得意甲
冠军后，也来个中国巡游？
当然举办国米夏季中国行
似乎是更切合实际的选择，
甚至来南京与苏宁踢个对
抗赛如何？
王文

国米现状

已非一掷千金的“土豪”
过去三年从未引进巨星
这已不是国际米兰第一
次易主，这支曾 18 次问鼎意
甲联赛冠军的球队曾多次改
朝换代。
或许很多球迷都未能想
到，不到三年，国际米兰的托
希尔时代便告一段落。2013
年 9 月，托希尔以 2.5 亿欧元
收购国米 70%股份，终结莫拉
蒂在国米长达 18 年的掌舵。
上任后的托希尔豪言要
让国际米兰“回到应有的位
置上”，但满怀期待的球迷逐
渐发现，托希尔并非一位像
阿布那样可以一掷千金的
“土豪”。由于自身财力和欧

足联公平竞赛法案的限制，
托希尔始终没有为球队带来
一位巨星级别的球员。
“ 有卖
才有买，有出才有进”，这是
托希尔在转会市场上遵循的
最基本的原则。去年夏天，
国际米兰引入多名球员，但
实际上球队的转会净投入并
不多，虽然为了引进孔多比
亚，托希尔砸出了 3500 万欧
元，但与此同时，也将队内的
希望之星科瓦西奇以高价卖
给皇马。
眼看自己玩不转，托希
尔转让球队控股权也就不足
为奇了。 据新华社等媒体

深度解读

签约只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此次中企布局海外足球
领域并非首例，去年 1 月万达
集团出资 4500 万欧元收购马
德里竞技俱乐部 20%的股份，
据了解，借着 2014 年 10 月国
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
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
意见》的体育产业政策红利，
已有包括合力万盛 800 万欧
元入股荷甲海牙、星辉互动
6000 多万欧元入股西甲皇家
西班牙人、莱德斯 700 万欧元
入股法甲索肖、华人文化和
中信资本 4 亿美元入股英超
曼彻斯特城等交易先例。不
过就新闻的爆炸性而言，都
比不上苏宁入主国际米兰。
苏宁入主国米，看得见
的好处有很多。从品牌、社
会价值的角度来衡量的话，
苏宁此举无疑将有助于提升
其在海外的知名度，抑或可
以提升其美誉度，为其海外
战略布局做好铺垫。
不过，在体育产业这个
短期难见经济效益、国际米

兰在本国联赛又亟须投入
时，初入体育产业的苏宁面
对各方压力。有统计显示，
从 2000 年至今，欧洲五大联
赛知名俱乐部中只有曼联、
尤文图斯、拜仁慕尼黑等极
少数顶级俱乐部曾向股东发
放过净利润的分红。
此外，并不是签完并购
协议就意味着并购的成功。
是否真正成功取决于很多因
素，关键之一就在于文化、理
念的融合。苏宁如何适应意
大利文化、如何与意大利团
队积极融合，对于共同提升
国际米兰的国际化发展、使
其重回欧洲之巅非常重要。
在这个过程中，苏宁当然可
以给国际米兰打上自己的企
业文化烙印，进行品牌输出，
但切勿操之过急。
当年莫拉蒂收购国际米
兰后也是花了十年的时间才
开始收获果实，因此，苏宁必
须要耐得住前期的寂寞。
据新华社等媒体

本报讯 6 月 9 日上午 8:30，
2016“太平洋保险杯”第五届中
华轩辕龙舟大赛将在郑东新区文
化广场盛大开幕，经过两个多月
的紧张训练、精心筹备，大赛准备
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只等端午大
赛开幕。
今年是中华轩辕龙舟大赛的
五周岁生日，也是郑东新区举办
龙舟赛的第九个年头。为庆祝五
周岁生日，组委会在现场还将对
历届龙舟赛进行回顾展示，市民
可更直观地了解河南龙舟从
2008 年一路走来的辉煌历程。
第五届中华轩辕龙舟大赛开
幕式时间为 6 月 9 日上午 8:30，
比赛时间为 9 日上午 9:30—12:
30，10 日上午的决赛时间为 9:
00-11:00。开幕式期间将有丰
富的水上节目表演，其中来源于
少数民族的传统项目独竹漂将第
一次登临中原，这个在贵州深受
喜爱的项目是由一名队员手握一
根竹竿，站在另一根竹竿上划行，
一不小心就会落水，很具趣味性
和挑战性。除此之外还有皮划
艇、水上桨板表演，让中原百姓近
距离品味到水上运动的乐趣。
组委会提醒参赛者及观众，
本次大赛的起终点会展桥和景观
桥上，车辆禁止停放。观赛区在
赛道西侧，所有观众都可进入，东
侧为运动员上下水警戒区域，禁
止观众通行。

中网级别联赛
郑州第一季收拍
□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6 月 5 日，2016 中国
网球公开赛级别联赛郑州站结束
了第一季的争夺，这是该赛事首
次登陆郑州，吸引了 200 余名网
球爱好者参赛。
今年，中国网球公开赛进入
到了第 13 个年头，作为仅次于四
大满贯公开赛的全球超级赛事之
一，将吸引全球的所有顶尖高手
前来角逐。作为其分支的一项传
统赛事，中网级别联赛已连续举
办了八届，今年首次进入郑州，共
分三季举行，设有男、女单打，男
子双打和混合双打四项。

简讯两则
●昨日，格林送出 28 分、7 个
篮板和 5 次助攻的全能表现，金
州勇士在主场 11077 大胜克利
夫兰骑士，成为自 2009 年湖人领
先魔术以来，首支在 NBA 总决赛
中 20 占先的球队。 据新华社
●昨天凌晨，法国网球公开
赛男单比赛落幕，德约科维奇 31
战胜英国人穆雷，职业生涯首捧
火枪手杯，实现了问鼎全部四项
大满贯的“全满贯”伟业。这也是
他自 2015 年温网起，连续夺得的
第四个大满贯冠军。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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