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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最新消息透露!在一笔有关体
育场馆的失败的投资过程中! 迈克
尔"乔丹将会损失!"#万美元#

据报道称!近日!法官拒绝了蒂
姆"格罗弗公司破产的申请# 格鲁夫
在芝加哥西部拥有一家体育馆# 格
罗弗为了避免法院拍卖其房产!在$

月份提起破产申请! 但请被法院驳
回# 格罗弗的公司!也就是之前提到
的体育馆拥有者!准备提起上诉#

据悉!$飞人%乔丹是该公司的首
位职业球员客户!他也因为这笔投资
损失!"#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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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羽毛球女双选手于洋在伦
敦奥运会上因$消极比赛%而被取消
比赛资格!在事件发生后她声称要退
役!但在中国队主帅李永波的力保之
下!退役的想法变成了$说说而已%#

'月!$日!结束了奥运征程的中
国羽毛球队从伦敦返回北京# 在伦
敦奥运会上! 他们包揽了羽毛球项
目全部五枚金牌# 不过!李永波在首
都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在整
个完美收官结束的过程中! 也会有
些遗憾# %

李永波所说的遗憾! 就是在奥
运会期间酿成轩然大波的 $消极比
赛%事件#

奥运会羽毛球女双小组赛最后
一轮在(月)!日进行!当时!中国组合
于洋*王晓理在已经提前出线的情况
下! 为了避免过早与队友田卿*赵芸
蕾相遇!涉嫌故意输给韩国组合郑景
银*金荷娜# 随后!又有韩国和印尼两
对组合在比赛中表现消极#

'月!日!针对于洋*王晓理等'名

羽毛球女双选手消极比赛一事!国
际羽联决定!取消她们的参赛资格#

于洋和王晓理随即公开表示不服判
决!于洋还声称要退役#

在奥运会上!$消极比赛% 的阴
云始终笼罩在中国队头顶! 时常被
媒体拿出来$说事儿%# 如今奥运会
已经结束!李永波表示!希望过去的
事就让它过去#

$我觉得现在没有必要过多纠
缠! 很多事情大家都是站在不同的
角度看问题! 但我们的出发点是为
了最终取得好成绩# %李永波说#

至于曾发表退役声明的于洋!

李永波透露!她还会继续$战斗%在
赛场上# 他表示!于洋只有&+岁!$年
后的里约奥运会! 她仍有望参加并
取得好成绩#

而且! 于洋本人在退役一事上
的态度也有所转变# $这件事情对我
来说已经过去了! 我不太想过多说
什么# %于洋说!至少在明年全运会
之前!她不会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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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消极比赛而受罚的于洋得到
了主帅李永波的保护!但同样受罚的
$位韩国选手却没有这样的$好运%#

据韩国联合通讯社!"日报道!

韩国羽协宣布! 在伦敦奥运会期间
担任韩国羽毛球队总教练的成汉国
和担任女双主管教练的金文秀!被
国家队除名并取消教练资格! 也就
是说! 今后他们在国家队或地方队
都不能注册为教练#

至于郑景银' 金荷娜' 河贞
恩' 金 贞$位消极比赛的球员!

则被开除出国家队! 两年间不得参
加国际' 国内比赛# 对于这些运动
员而言! 这一处罚无异于终止她们
的运动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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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奥运会获得男子$##米
自由泳和!"##米自由泳冠军后!孙
杨一下成为了广告商的宠儿# 美国
一家著名游泳杂志的官网近日评估
了孙杨的$钱%途潜力!预计他明年
的广告代言费将接近&###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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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股一波熊市行情
带来哀鸿遍野# 中小板上市的合众
思壮股价一路下跌! 让代言人姚明
的收入大幅缩水# 资料显示!合众思
壮的控股股东郭信平&##(年!&月向
姚明转让了公司)(,"万元的股权!也
就是+(,"万股! 当时的持股市值为
"(')万元左右# 经过几轮送转股票
之后! 姚明目前的持股量上升至'!

万股! 但其持股市值却只有!&&(万
元!足足跌了$"##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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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炙手可热的美国游泳明星
罗切特已经签下了自己第一个荧屏
角色! 他将在!#月播出的反映高中
生生活的电视系列剧(-#&!#)中上
演$处子秀%#

罗切特在伦敦奥运会上夺得两
枚金牌!挺拔的身材'俊美的长相!使
得他成为社交媒体上最热门的话题
之一# 他将在好莱坞的(-#&!#)剧中
扮演自己# (-#&!#)是上世纪-#年代
电视系列剧 (贝弗利山庄!-#&!#)的
姊妹篇!!#月将播出第五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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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人在这个夏天组成了全新的
.$阵容! 这让他们的比赛更加一票
难求#

据美国的专业票务网站显示!

交易来霍华德之后! 湖人下赛季的
平均票价涨到了&(#/)&)美元之间#

在霍华德和纳什来之前! 湖人的平
均票价是相对实惠的!"+美元左右#

关注度更高的比赛! 票价也会
更高# 美国当地时间&#!)年!月!(日
湖人对阵热火的比赛! 球票均价达
到"("美元!湖人与尼克斯的圣诞大
战也高达$"#美元# 除了霍华德到来
带给球迷的震撼! 以及湖人冠军竞
争力的提升之外! 供求关系直接导
致了票价的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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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英超豪门曼联的主场! 老特拉福德
球场绝对是红魔球迷的$麦加圣地%!也是世
界上最著名的足球场之一#

老特拉福德球场代表着曼联的历史!也
见证了$红魔%所取得的荣耀#而此前!曼联也
一直拒绝出售其冠名权#但在上市碰壁之后!

曼联老板想通过卖出球场的冠名权来推动曼
联股价#根据体育市场专家估算!老特拉福德
球场的冠名权可以卖出&#年!#亿美元的天
价!也就是每年"###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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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足坛的各大豪门的收入主要
来自比赛日的转播以及商业开发!不过作为
英超老牌劲旅的阿森纳!却有着独特的赚钱
方式#

与其说阿森纳主帅温格是一位好教练!

不如说他是个精明的商人# 从!--+年执掌英
超劲旅阿森纳以来!!+年间! 法国人独创的
买卖球员的模式帮助阿森纳在近年来不断
盈利!而$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也成为了阿森
纳的固有模式#

作为$枪手%前队长的法布雷加斯!当年
温格相中他时! 只支付给了巴萨(#万欧元的
赔偿金!而在上赛季温格将小法卖回巴萨时!

其身价已经超过了$###万欧元# 而温格花了

!$##万英镑买来亨利! 法国球星转投巴萨的
价格为&!##万英镑#此外!阿德巴约也是温格
的成名之作! 当初将多哥射手招致麾下时仅
用了''#万英镑! 而当曼城相中阿德巴约时!

其身价已经达到了&"##万英镑! 而更绝的是
科洛"图雷!零转会费引进的图雷!在此后却
卖了足足!+##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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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买贵的不选对的% 一向是皇马选人
的宗旨# 在引进球员这方面!$银河战舰%考
虑的绝对不是$性价比%!拼的就是人气!要
的就是球星! 这就是财大气粗的皇马风格#

从罗纳尔多'齐达内'贝克汉姆再到0罗!银
河战舰从来都不缺乏球星!虽然动辄上亿的
转会费听起来有些$耸人听闻%!但通过卖球
衣!皇马要想回本!其实并不难#

以引进卡卡为例!虽然很多人认为转会
皇马后状态一落千丈的巴西人!让掏出+"##

万欧元转会费的皇马做了冤大头! 不过!在
$银河战舰%看来!虽然在球场上卡卡的作用
的不大!但在球场之外!卡卡依然有能够榨
取的$剩余价值%# 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计划
在+年的合同期卖出!##万件卡卡球衣!而仅
仅这一项!就将为皇马带来'###万欧元的直
接收入# 此外!皇马在相关纪念品和形象代
言等商业项目的开发也让$银河战舰%赚得
盆满钵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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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 法国队两位大牌国脚里贝
里与本泽马!被指控征召了当时年仅!+岁的
妓女扎西亚嫖宿而被带走调查!随后检察官
以两人不知对方年龄为由!撤销了对两人的
指控# 但'月!"日这起雏妓案再掀风波!涉案
的里贝里和本泽马将重新面临法庭审判#

&#!#年$月!本泽马'里贝里嫖宿雏妓的
丑闻被媒体曝光# 事情发生在&##'年和&##-

年! 当时牵涉其中的妓女扎西亚年仅!+岁#

根据法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必须在事前知道
对方未满!'岁!否则罪名无法成立!这也一

直是法国检方调查的重点# 在法国队兵败南
非世界杯后!警方开始彻查雏妓案# 里贝里
虽然承认此事!但辩解当时并不知道扎西亚
未成年!而本泽马则一再公开否认他和扎西
亚相识# 去年!!月法国检察官表示!由于里
贝里不知道与之交易的妓女未满!'岁!加上
对涉案的本泽马证据不足!将不再对两人提
起诉讼# 岂料此事!"日突然发生转变!两人
将再度面临被起诉# 如果两人嫖雏妓和集体
淫乱罪名成立!将面临入狱)年以及$"###欧
元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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