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据巴西当
地 媒 体 5日 报 道 ， 巴 西
格 雷米奥俱乐部拒绝了
北京国安为得到前锋埃弗
顿开出的4500万欧元 （1
欧元约合7.89元人民币 ）
的价码。

据报道， 国安7月底
曾打算首付 550万欧元 ，
到明年1月再支付3950万
欧元给格雷米奥， 以引进
2019年美洲杯金靴奖得主
埃弗顿。 国安打算与埃弗
顿签订4个赛季的合同 ，
为其提供的年薪为800万
欧元。

当埃弗顿的经纪人法
比奥·布里托将这份出价
提供给格雷米奥俱乐部
后， 格雷米奥提出了6000
万欧元的要求， 但没有得
到国安的回复。

美洲杯后， 许多俱乐
部对埃弗顿表示出极大兴
趣， 传闻最多的是英超阿
森纳 ， 据说他们曾出价
4000万欧元。

北京国安此前并未引
起埃弗顿的注意， 但年薪
的数额和合同中提及的福
利让埃弗顿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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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国职职棒棒““重重生生””
这这一一次次能能““活活””多多久久

卡特将创纪录征战第22个赛季

LOGO发布、 球员选秀、 赛
程公布。 一系列 “短平快” 的流
程和仪式过后， 中国棒球职业联
赛正式亮相。 8月15日， 揭幕战
就将打响。 就此， 中国棒球项目
的职业比赛经历了两次停摆后，
再度 “重生”， 而这一次， 他们
能如愿 “活下去” 吗？

两次中断
中国职棒命途多舛

其实， 这远不是棒球运动第
一次以联赛形式出现在公众面
前。 早在本世纪初， 中国棒球协
会就曾创立中国棒球联赛。 初创
时有4支队伍， 2005年联赛扩编
到6支， 到了2009年， 队伍最终
稳定在7支。

初代棒球联赛维系了10年，
2011年 ， 中国棒球联赛先是在
开 季 前 最 后 时 刻 才 找 到 赞 助
商 ， 季 中又缩短了赛季 ， 艰难
地完成了这一季的比赛后， 中国
棒球联赛因缺乏赞助陷入了第一
季的停摆。

直到 2014年 ， 几经周折之
后， 中国棒球联赛终于 “复活”。
2014年到2016年间， 中国棒球联
赛规模一度扩展到10支， 这也是
中国棒球联赛历史上的最大规
模。 而联赛赛程也相应拉长， 单
季比赛近百场， 甚至还引入了升
降级制度。

而到了2017年， 中国棒球联
赛再度销声匿迹。 再次因为赞助
等方面的问题， 中国棒球联赛第
二度停办。

虽然转年就得到了恢复， 但
2018年的中国棒球联赛更像是
“缩减版” 般的存在。 赛程仅仅

有7天。 说是联赛， 但其实是采
取类似全运会、 全国锦标赛式的
赛会制， 即所有队都集中在一个
场地， 并不分主客场， 经过7天
的比赛直接决出冠军。

停摆、 缩水， 几经波折， 中
国棒球的联赛化在蹒跚的脚步中
走入2019年。

再度重启
2019或成中国棒球新纪元

2019年8月5日， 属于中国棒
球的联赛重启， 这一次， 联赛更
名为 “中国棒球职业联赛”， 四
支参赛队伍都是棒球界的 “元
老 ” 球队 。 北京猛虎 、 广东猎
豹、 江苏钜马和天津雄狮四支队
伍加在一起， 总过夺得过14次联
赛冠军， 几乎覆盖了中国棒球联
赛化发展的全部历史。

同时， 重启的中国棒球职业
联赛发布了新的 LOGO， 还以
摘 牌 选 秀 的 方 式 举 行 了 选 秀
大会选择球员。 4支球队分四轮
进行了选择， 16名参选球员中，
9人被选中。 其中， 既有老牌国
手国涛， 也有1996年出生的潜力
小将。

而根据公布的赛程， 重启的
中国棒球职业联赛将采用主客场
制。 新赛季的常规赛共有18轮、
36场比赛， 5场3胜的总决赛以及
全明星周末， 赛程将从八月中旬
持续到十月底。

而本次与中国职业棒球联赛
同时问世的， 还有中职棒联赛公
司， 这一类似于CBA联赛公司的
运营机构， 将在未来负责联赛运
营。 这也是中国棒球联赛化发展
十几年来首次成立专门的运营公

司 ， 也因此 ， 2019年这次 “重
启” 有望成为中国棒球里程碑式
的新纪元。

何以“续命”
职业、商业是关键

三度中断， 又三度重启。 有
了前车之鉴， 中国棒球职业联赛
的诞生之际就面临着这样的拷
问： 他们能活下去吗？ 又凭什么
维持生计？

“‘职业’ 两个字是我们今
年的一个重要举措。” 中国棒球
协 会 主 席 陈 旭 这 样 概 括 了 棒
球 联 赛的这次 “新生 ” 与以往
的不同。

“中国棒球联赛从2002年开
始历经沉浮， 经过多次实践经验
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启示， 就是以
政府为主导， 市场资源的配置不
够充分， 没有充分发挥运营公司
和市场、 以及俱乐部自主运营的

能力 ， 导致我们联赛离了赞助
商、 离了某支队伍， 就没有办法
打。” 陈旭这样说道。

“我们这次要搞全面的职业
联赛 ， 就是要靠市场来配置资
源。 完善自我的造血能力， 这样
才能让联赛活得长久。” 陈旭说。

为打造真正的职业棒球产
业， 打破以往棒球专业队的参赛
模式， 联赛要求参赛球队必须注
册成为职业俱乐部有限公司， 具
备市场化运作的能力。 陈旭也在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在审核过程
中联赛对参赛队伍的运营和盈利
能力有着很高的要求。

对于这一点， 江苏钜马队总
经理马振新介绍说， 从后备人才
培养、 梯队建设， 到球票销售 ，
再到衍生品开发， 球队有涉及。

“每家俱乐部今年改革最大
的变化就是成立了运营公司 。”
马振新这样总结道， “过去就是
体制内球队， 为了比赛而比赛。

而职业棒球的目的就是让比赛更
精彩， 让市场参与度更高。”

据了解， 2019中国棒球职业
联赛门票将由各俱乐部负责销
售。 这样无疑会一定程度上刺激
各俱乐部市场开发和商业发展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

而作为职业联赛， 自然不能
只靠俱乐部自身 “自给自足 ”。
据了解， 此前的筹备会上， 投资
方首钢体育就曾表示， 棒球联赛
的经营要从赛事公司和俱乐部运
营两个层面进行。 中国棒球协会
方面也明晰了中国职业棒球联赛
改革的步伐。

因此可以说， 与过往相比，
这次 “重生”， 中国棒球职业联
赛 的 步 伐 算 得 上 稳 健 。 但 同
样以过往几次 “夭折” 为借鉴，
顺利 “降生” 也意味着挑战的开
始， 后续的发展， 仍就有着慢慢
长路。

（中新）

2019NBA中国赛明日开票
本报讯 （记者 于彧 ） 记者

昨日获悉， 2019年NBA中国赛将
于8月9日下午2点开始售票。 洛
杉矶湖人和布鲁克林篮网将分别
于10月10日和10月12日两天， 在
上海和深圳为球迷带来两场精彩
对决。

10月10日， 湖人和篮网将在
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进
行在中国的首场比赛 ； 10月12
日， 两队将移师深圳， 在深圳龙
岗大运中心易地再战。

今年的两场比赛将是NBA在
中国举办的第27和第28场NBA中
国赛， 自2004年举办首届NBA中

国赛起， 已有17支NBA球队在北
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澳门和
台北进行了比赛。

此次参加NBA中国赛的湖
人队， 将由三次总冠军得主勒布
朗·詹姆斯领衔， 还拥有六次入
选NBA全明星的安东尼·戴维
斯 、 四次入选NBA全明星的德
马库斯·考辛斯以及入选2018新
秀第一阵容的凯尔·库兹马。 篮
网队方面则拥有两次总冠军得主
凯文·杜兰特、 总冠军得主凯里·
欧文、 NBA全明星德安德烈·乔
丹以及2018年进步最快球员奖入
围球员斯宾瑟·丁维迪。

新华社电 据美国当地媒体6
日报道， 曾被誉为 “飞人” 的卡
特已经同意为亚特兰大老鹰队再
战一个赛季， 这也将是卡特创纪
录 地 迎 来 连 续 第 22个 美 职 篮
赛季。

上赛季卡特与老鹰签订了一
份为期一年的合约， 他场均出战
17.5分钟， 得到7.4分。 目前联盟
中连续征战纪录为21个赛季， 由
卡特、 诺维茨基、 加内特、 罗伯
特·帕里什、 凯文·威利斯五人共
同保持。 随着诺维茨基上赛季的
退役， 五人中仅剩卡特一人继续

征战 ， 只要不出意外 ， “常青
树” 卡特将独享连续征战22个赛
季的美职篮纪录。

卡特1998年进入联盟， 当赛
季拿下最佳新秀奖。 职业生涯中
他8次当选全明星， 并于2000年
全明星扣篮大赛中一战成名。 老
鹰队是卡特在美职篮效力的第八
支球队。 老鹰队一直看重卡特丰
富的经验， 希望后者可以帮助球
队引进的多位新人快速成长。

“我一直在等待着机会， 继
续打球的梦想从未远去。” 卡特
在最近一次接受采访时说。

新华社电 英格兰冠军联赛
球队德比郡队6日宣布，前曼联球
星鲁尼将在2020年1月以球员兼
教练的身份加盟该队， 双方已经
签订了一份为期18个月的合同。

33岁的鲁尼2018年7月离开
英超球队埃弗顿加盟美国大联盟
的华盛顿特区联队， 期间他参加
华盛顿特区联队的合同还有两个
赛季才到期， 但他决定提前返回
英国。

鲁尼在接受俱乐部官网采访
时说： “我相信可以为球队作出
很大的贡献。”

他透露， 家庭是他回归英国
的最重要原因。 “回家的决定非
常艰难， 但对我们来说， 家庭是
一切， 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 是
因为回到英格兰可以和爱的人在
一起。”

他还说： “我对德比郡提供
的这个机会非常激动， 我也非常

激动能够开始我的教练生涯。”
新赛季英冠联赛上周末已经

开打， 德比郡在荷兰主教练科库
的带领下 ， 在首场比赛中以2:1
击败了上赛季从英超降级的哈德
斯菲尔德。 科库是接替前往切尔
西担任主教练的兰帕德执掌俱乐
部帅印的。

鲁尼是英格兰队和曼联队历
史上的头号射手， 他为英格兰队
上场120次， 攻入了53个球， 为
曼联上场559次进球253个。

在参加过2004年欧洲锦标赛
的英格兰队球员中， 鲁尼将成为
第六位教练。 此前， 杰拉德已经
担任苏格兰超级联赛流浪者队主
帅， 前切尔西队长特里上赛季开
始担任阿斯顿维拉教练， 并率领
球队击败了兰帕德统领的德比郡
重返英超。 另外两名任职教练的
是阿森纳后卫坎贝尔和曼联的斯
科尔斯。

鲁鲁尼尼将将作作为为
球球员员兼兼教教练练加加盟盟德德比比郡郡队队

国安报价
埃弗顿遭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