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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不到11天
《战狼2》票房上30亿元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王淳

巴黎至少花了5亿欧元拿下内马尔

大家都笑了，这笔生意做得溜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王淳 鲁蜜

100米告别战博尔特输了
早在本届世锦赛开赛前，博

尔特就透露要在世锦赛后退役，
尽管此后还要代表牙买加参加接
力比赛，但昨天凌晨的百米决赛
之于博尔特具有重要意义，这是
他职业生涯最后一次站在百米决
赛跑道上。

比赛开始，博尔特延续了此
前预赛和半决赛的糟糕起跑，前
30米处于下风，而主要竞争对手
加特林、科尔曼在身前领跑。后
半程，博尔特开始加速，并慢慢拉
近与领先者的距离，在终点处几
乎与加特林、科尔曼同时撞线。
35岁老将加特林以 9秒 92收获
冠军，21岁的科尔曼0.02秒之差
摘得银牌，一老一少两个美国人
联手将“不可战胜”的博尔特推下
了“神坛”。

也许是感觉到自己输掉了比
赛，博尔特遗憾地拍了下手，走向
观众席向观众们致谢。就在此
时，自己的老对手加特林做出一
个惊人的举动，加特林单膝跪地，
双手放在额头上，像是在对博尔
特这个“王者”致敬，而博尔特将
加特林拉起，两人紧紧拥抱在一
起。

这一幕显然成为现场最为暖

心的一幕。要知道的是，作为老
对手，加特林一直以来都没能在
大赛战胜过博尔特，两年前在鸟
巢，去年在里约，都是博尔特笑到
最后，而在场外，两人也口水战不
断。如今博尔特即将退役，终于
取胜的加特林以这样的方式致敬
博尔特，无疑成就一段佳话。

而对博尔特来说，自从2008
年奥运会在鸟巢成就自己的三冠
王和三个世界纪录后，开启了自
己长达十年的霸业，在此期间，除
了 2011 年世锦赛因为抢跑百米
出局外，他包揽了奥运会、世锦赛
所有100米、200米和 4×100米
接力的金牌，如今，即便是博尔特
也没能抵过年龄的增长和状态的
下滑，世界田径史上的不败神话
破灭。

苏炳添超额完成任务

在百米飞人大战的决赛舞台
上，博尔特、加特林的对决无疑是
最大焦点，但站在同一跑道的一
位红色身影同样不可忽视，作为
闯进决赛的唯一一位亚洲人，苏
炳添再次展现出惊人的中国速
度。

昨天凌晨的半决赛，苏炳添
以 10 秒 10 获得第二小组第三

名，以总成绩第八晋级世锦赛决
赛。这是他连续两届世锦赛闯进
百米决赛，由于今年的决赛不设
第九道，苏炳添也提前刷新两年
前创造的世锦赛第九的个人最好
成绩。

最终的决赛，由于整体速度
不快，苏炳添跑出 10 秒 27 的成
绩，获得第八名。虽然这一成绩
比自己预赛、半决赛都要低，但苏
炳添对于自己的表现比较满意，

“我觉得挺放松的，因为说实在
的，我跑完复赛后，体力就有点跟
不上了。所以我想在决赛还是顺
利地跑下来就够了。其实我没有
太多想法，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实
力跟国际上最高水平的运动员还
是有一点距离，虽然今年的这个
总成绩稍微低了那么点，但是我
也是跟他们同场竞技跑出来的成
绩。”

“百米的任务我已经完成
了，超预期地完成了。”苏炳添
很清楚，除了个人成绩的突破，
他希望将更多精力放在男子接
力项目上，“我这次来的真正目
的还是以 4×100 米为主，所以
我觉得我不应该受伤，我的任
务还在后面，所以我希望自己
能够为中国 4×100 米接力再次
创造奇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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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近十年间，“闪电”博尔特一直是地球上跑得最快的人，但在辉煌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百米大战中，
他最终输了。

8月6日，2017年田径世锦赛继续在伦敦进行，在第二个比赛日的较量中，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决
赛正式上演，被博尔特压制了11年的美国老将加特林以9秒92夺得冠军，博尔特跑出9秒95只拿到第三
名，中国飞人苏炳添以10秒27位列第八。 博尔特作为田径史上最伟大

的运动员之一，吸金能力惊人。
目前资产超4500万英镑（约3.94
亿人民币）。

去年的福布斯富豪榜上博尔
特位列第 73，但也是前 100 名中
唯一一位的田径运动员。比起其
他短跑选手，他的收入高出了20
倍。

2013 年，他的福布斯排名一
度升至第48位。作为全球形象大
使，博尔特每年可以从彪马收到
310万英镑直至2025年！他身后
还包括佳得乐、宇舶表、维珍传
媒、VISA、尼桑汽车等 10 个全
球、7个区域性合作伙伴。

比赛奖金部分

以钻石联赛为例，博尔特的
奖金收入到目前为止是 21 万英
镑；世锦赛冠军的奖金为 4.65 万
英镑，亚军为 2.3 万英镑，如果打
破世界纪录还可以收到额外的
7.75 万英镑。而“恐怖”的博尔
特从没拿过铜牌，银牌也只拿过
一次，再凭借 11 金、两项个人赛
的世界纪录和两项接力世界纪
录，他光是在世锦赛上就拿到
72.825 万英镑的奖励。值得一
提的是，与其他队伍不同，牙买
加运动员无法从奥运会或者英
联邦运动会上获得比赛奖金。

此外，鉴于他对田径赛事的巨
大号召力，博尔特的出场费高达27
万英镑。如果按照100米跑只需
花10秒的时间来看，他每一秒的
价格是 2.7 万英镑。这样的“秒
薪”，可是连C罗都望尘莫及的。

广告代言部分

北京奥运会之前，博尔特合
作的只有从青少年阶段便提供装
备赞助的彪马，以及牙买加的一
家移动电话公司。彪马公司首席
执行官蔡特认为，2009年柏林世
锦赛后博尔特的市场价值超过了
2.77亿英镑。

他的号召力已经超越田径，
成为与梅西、勒布朗-詹姆斯一样
的全球化符号。

不过有一点让人费解的是，
为何麦当劳还没有向博尔特伸
出橄榄枝。要知道，他在北京奥
运会期间吃掉上千块鸡块的壮
举早已街知巷闻。这样一个有
着超凡魅力、极高辨识度，吃着
鸡块跑 100 米只需 9 秒 58 的选
手，难道不是该品牌最佳的代言
人吗？

大概是在比较了投入和收益
之后，才不得不放弃“闪电”吧。
毕竟博尔特的身价可是高达4千
多万英镑，这可是要卖很多很多
很多的鸡块啊。

博尔特每秒能赚2.7万英镑
■链接

重庆商报讯 截止到8月6日下午5
点，由吴京执导的《战狼 2》总票房已顺
利突破30亿元大关，仅用时不到11天，
创造了内地影史最快超 30亿元的新纪
录。《战狼2》票房已超越《速8》（26.96亿
元），暂居内地影史票房第二位，目前它
的对手只剩 33亿的《美人鱼》。预计下
周《战狼 2》将超越《美人鱼》票房，书写
内地票房新的历史纪录，业内人士估计
该片总票房有望超过40亿元甚至更高。

《战狼 2》上映 11天，已经打破多项
华语电影的市场纪录：4小时破亿，83小
时破 10亿，8天破 20 亿，10 天超越《速
8》、《速7》和《捉妖记》3部票房20亿+的
超级大片，顺利登顶2017年内地电影市
场票房冠军。

北京文化作为《战狼2》的发行方之
一，截止到8月4日（周五）报收20.74亿
元，若按照总股本的 7.26 亿计算，市值
增长了52.3 亿元，自然而然成为最大的
获益方。但是在《战狼2》的背后还有另
外一家名叫捷成股份 A 股上市公司不
容忽视，凭借着电影的联合出品方之一
的身份，截止到 8月 4日（周五）股价报
收10.02亿元，以公司总股本25.55 亿计
算，市值增长了 23.3 亿元。如此，仅仅
是凭借着《战狼 2》的东风，这两家公司
的市值就增长了75.6 个亿，而据公开资
料显示，这两家公司一共有6.52万名股
东（北京文化 4.27 万名&捷成股份 2.25
万名），也就是说，平均每名股东至少已
经到手11.8万。

今夏转会期，在足球社交平
台上，球迷都在谈论一个词语，
就是“流量”。没想到这么快，

“流量小生”这个词就从娱乐圈
进军足坛了。去年的博格巴就
是一个例子，根据欧洲在线体育
商品零售商店Kitbag数据统计，
过去 10 年曼联年均售出球衣
170 万件；而 2016 年博格巴加
盟，曼联售出了285万件球衣，创
造历史新纪录，仅有皇马（229
万）能稍微接近。

未来，对于内马尔、博格巴
这种实力过硬的“流量小生”，或

许转会费中除了足球水平外，还
会体现出更多的“商业属性”。
对此，曼联主帅穆里尼奥也谈了
自己的看法：“内马尔是世界上
最好的球员之一，而且商业价值
巨大。巴黎圣日耳曼显然也考
虑到这一点。问题不在于内马
尔，而是交易带来的后果。我们
会看到越来越多 1 亿身价的球
员，越来越多 6000万和 5000万
身价的球员。”让我们来试想一
下未来的转会谈判场景——“你
家球员为啥这么贵？”“亲，里面
包含了流量费哦！”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记者 王淳 鲁蜜

随着近日巴黎圣
日耳曼俱乐部高调宣
布巴西国脚内马尔加
盟，今夏世界足坛最精
彩的肥皂剧也落下帷
幕。据了解，除了2.22
亿欧元的天价“赎身
费”外，巴黎为内马尔
开出的签字费高达 1
亿欧元，内马尔将获得
税后3000万欧元基本
年薪，5 年就 1.5 亿欧
元。此外，巴黎还会提
供他一架私人飞机，内
马尔的父亲也将获得
不低于4000万欧元的
报酬。也就是说，在不
算税费的情况下，巴黎
为了购买内马尔至少
投入了 5 亿欧元。实
际上，今年6月瑞士著
名体育研究机构CIES
足球天文台曾为内马
尔估价，大约为2亿欧
元。那么问题来了，巴
黎拼着这么狠的溢价
都要拿下内马尔，难道
是 主 席 脑 袋 被 驴 踢
了？你太真了，商人怎
会做赔本的买卖！今
天，咱们就仅从商业的
角度来分析分析，看看
这笔生意到底做得溜
不溜。

俱乐部笑了
一万件球衣6小时抢光

抛开商业上的获益者，内马尔本身
不谈。咱们先来说说俱乐部吧，作为当
今世界足坛的顶级“流量小生”，内马尔
的加盟让巴黎圣日耳曼的商业属性瞬
间爆棚。据统计，内马尔在网络社交平
台的粉丝总数为1.692亿人，光是上周，
他的粉丝数就增加了 75.8 万人。目前
巴西人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数量仅次
于C罗（2.855亿人）。而巴黎圣日耳曼
的官方账号只有 4330 万粉丝，这意味
着内马尔一个人的粉丝数量就几乎达
到了大巴黎的 4倍。随着今夏内马尔
肥皂剧的上演，国内越来越多的球迷也
开始关注法甲。在足球社交平台“懂球
帝”上，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已有 103
万人关注，内马尔可以说以一己之力盘
活了法甲的“流量”。

咱们用数据说话，据法国媒体消
息，在内马尔正式亮相前，就有多达
15000名球迷来到巴黎的商店外等候，
而在6个小时内，商店内的1万件内马
尔球衣被销售一空。值得一提的是，鉴
于内马尔引发的球衣热，赞助商进行了
提价。买入一件球员版的内马尔十号
球衣，需要支付 125欧元（球迷版球衣
90欧元）。这也意味着，巴黎仅通过卖
掉内马尔的球衣，一天内就进账超过
100万欧元。

投资商笑了
为2022年世界杯预热

再来说说操作这次交易的幕后大
佬，俱乐部后台金主、卡塔尔王储塔米
姆·阿尔萨尼。这位壕哥的另一个身份
正是卡塔尔国家奥委会主席、国际奥委
会委员，是卡塔尔体育界的头号人物。

众所周知，卡塔尔是2022年世界杯

举办国，甚至将足球提高到了国家战略
高度。这次内马尔斥巨资引进内马尔正
是卡塔尔人在体育领域开疆拓土的重要
一步，无疑向外界彰显了卡塔尔人雄厚
的资金实力和对体育的持续投入态度。
据卡塔尔媒体报道，内马尔还将出任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形象大使，自然
也有利于提升卡塔尔的国际声望。更重
要的是，对于塔米姆·阿尔萨尼这种身份
和地位的大佬来说，足球只是体育中最
大、最具影响力的一门生意。与卡塔尔
世界杯上千亿美元的巨额投资相比，内
马尔这5个亿真的不算啥。从目前的流
量反响来看，这笔生意真心不亏。

赞助商笑了
捧内马尔上位对抗梅西

据了解，内马尔此次转会巴黎圣日
耳曼，赞助商耐克从中也起到了作用。
7月16日，西班牙媒体《每日体育报》曾
报道称：“内马尔在巴萨过得不舒服，正
处于加盟巴萨以来的又一个抉择时
刻”。因为来自他身边的人，包括他的
朋友、家人和赞助商都在劝说他离开巴
萨，因为“在梅西身边他永远只能是老
二，只能生活在他的阴影下”。

按理说，巴萨、巴黎以及内马尔的
赞助商都是耐克，内马尔转会与否对于
耐克都没多大影响。但事实却不是这
样，巴萨目前以及未来多年的头牌始终
都会是梅西这个阿迪达斯旗下的超级
巨星，而耐克的头牌C罗则在皇马，很
尴尬。有业内人士分析：“令耐克不安
的还有，C罗的年龄要比梅西大，2018
世界杯很可能是C罗最后一届世界杯，
接下来的4年甚至8年，耐克必须打出
一张全新的王牌。这张王牌，无疑就是
内马尔，他们不能容忍自己未来的一号
球星始终寄居在梅西的光环之下，转会
去巴黎是最好的选择。”

■链接
足坛进入“流量为王”时代

2017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6日下
午在江苏南京奥体中心展开三四名决
赛，中国女排1：3不敌塞尔维亚队，最终
获得本次大奖赛的第四名。

参加本次大奖赛总决赛的队伍包括
中国队、巴西队、美国队、塞尔维亚队、意
大利队和荷兰队，中国队和塞尔维亚队
都以小组头名出线，但在半决赛中双双
以1：3败北。

三四名争夺中，中国队对首发阵容
稍作调整，刘晓彤顶替张常宁，前一天手
腕受伤的朱婷携手袁心玥、高意、丁霞、
龚翔宇、林莉继续首发，塞尔维亚队则排
出全部主力。

比赛开始后中国队进入状态较快，
但塞尔维亚队很快将比分追至11平，此
后中国队继续保持微弱领先优势，打到
22平后，塞尔维亚队通过发球连续破坏
中国队一传，她们连续得分以25：22先
拔头筹。第二局中国队同样开局取得领
先，塞尔维亚队追至 15平，双方开始交
替领先，打到19：20中国队落后时，刘晓
彤的发球轮同样连续造成对手一传不到
位，中国队连得 6 分，以 25：20 扳回一
局。

第三局，两队从一开始就打得十分
胶着，双方的分差始终在3分之内，22平
后又是塞尔维亚队把握住了机会，她们
连得 3分，以 25：22 再胜一局。第四局
塞尔维亚队越战越勇，在这一局大部分
时间处于领先状态，中国队苦苦追分，但
缺乏连续得分的手段，最终以21：25再
输一局，从而以1：3的总比分告负，获得
本次比赛的第四名。

赛后朱婷表示，这场比赛主要不是
一传的问题，而是进攻不力，而且关键球
的失误实在不应该出现。 据新华社

不敌塞尔维亚女排
中国获大奖赛总决赛第四

第十三届全运会圣火
在天津海河三岔口成功采集

拼抢激烈 新华社图

8月6日，美国选手加特林（左）在夺冠后向牙买加选手博尔特致意。

博尔特庆祝的标志动作

内马尔 新华社图

8月 6日上午，奥运冠军吕小军担任
采火人，在天津海河三岔口思源广场成
功采集了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的圣火。

吕小军是 2012 年伦敦奥运会男子
举重冠军。当日上午 9时许，在众人的
注目之下，吕小军手持采火棒，将其置于
采火器上方采集太阳圣火。经过采火器
聚光，采火棒顶端的火苗腾跃而出，圣火
火种成功点燃，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随后，圣火护卫队员将火种保存到圣
火灯中。在第十三届全运会会歌《光荣和
梦想》的歌声中，一群象征着和平、吉祥的
信鸽腾空而起，振翅高飞，翱翔在蓝天之
上，将整个圣火采集仪式推向高潮。这标
志着第十三届全运会圣火采集成功。

“先有三岔口，后有天津卫。”作为天
津的母亲河——海河的起点，三岔口体
现了天津市的历史进程、文化渊源、城市
文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发展历程
和伟大成就。用采自天津发祥地、海河
起点的圣火，点燃第十三届全运会火炬，
代表海河儿女对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热切期
望，进一步激发了海河儿女关心全运会、
支持全运会、参与全运会的热情。

圣火采集仪式结束后，第十三届全
运会火炬传递活动的序幕将正式拉开。
作为我国国内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综
合性运动会，第十三届全运会将于 8月
27日至9月8日在天津举行。届时预计
将有1万多名运动员、4000多名体育官
员、5300多名技术官员、4000多名媒体
记者等来津参赛、观赛。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