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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

去年跟今年，意大利媒体

都报道您有意收购AC米兰俱乐部， 这是

否属实呢？

宗庆后：

其实我都澄清过几次了，根

本就没有这回事。现在欧洲一些国家经

济形势不好， 就全世界到处找金主，你

有钱，就会有人找上门。之前有西班牙

和英国的足球俱乐部来找过我，但我们

都回绝了。至于意大利的AC米兰，更是

从来都没有联系过我们。我想他们的媒

体不断炒作这件事，可能也是在想提高

他们自己的身价吧。 据我所知，AC米兰

开价250亿欧元，这个价格怎么可能有人

去接手。

成都商报：

能透露一下西班牙和英国

的俱乐部具体是哪些吗？

宗庆后：

皇家马德里，他们想我们去

赞助他们。

昨日在蓉接受成都商报专访

宗庆后：如要投资足球，我也是投资女足！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昨日发微博称决定向正在征战

世界杯的中国女足队员赠送100万元奖金，引发关注……

昨日，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

后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直

言，娃哈哈在四川的产能很大，有成

都、广元两个大型生产基地，但市场

销售却没做好。“四川这么大的市

场，在全国版图中只能算中等市场，

远不如河南、 山东市场。” 宗庆后

说，这一次来成都，也主要是亲自主

持召开娃哈哈集团成都、 川南市场

销售工作会议。 娃哈哈要扭转销售

观念，现在的消费者主要是80后、90

后甚至00后，他们喜欢就好，产品的

包装、品质都要迎合他们的喜好。

提到网络上关于娃哈哈的食品

安全谣言问题，宗庆后说，这两年通

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传播的网

络谣言对娃哈哈影响很大，网络上谣

传喝娃哈哈爽歪歪得白血病，营养快

线有肉毒杆菌，这些谣言对娃哈哈产

品的销售带来了很大影响。“我们预

计损失了起码50亿元销售额，这一点

儿也不夸张。 因为消费者宁可信其

有，不可信其无。”同时谣言也让整

个行业深受其害。 饮料行业以往每

年都保持20%以上的增幅，但今年一

季度行业增长速度仅6.32%。宗庆后

说， 网络谣言在社会上造成了对食

品安全的恐慌心理， 并对中国食品

的声誉造成恶劣的影响， 因此娃哈

哈选择了用法律武器严惩网络谣言

制造者。作为食品行业领军人物，宗

庆后认为中国的食品安全其实并不

比国外差：“今天的中国饮料行业甚

至可以说是世界一流， 我们娃哈哈

的生产车间都跟酒店一样干净。”

成都商报记者 李伟铭

� � 长期缺乏关注的

中国女足近日在加拿

大世界杯上的出色表

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

关注。而当得知大部分

女足队员月薪仅3000

元左右时，娃哈哈集团

董事长宗庆后很震惊，

昨日他发微博表示决

定向女足姑娘赠送100

万元奖金，以鼓励女足

姑娘在世界杯上的出

色表现。 昨日晚间，来

成都参加娃哈哈销售

工作会议的宗庆后在

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自己只会赞

助长期缺乏关注的中

国女足，她们在这么困

难的情况下还能为国

争光，但绝不会为了赚

钱去投资中国男足。

成都商报：

众所周知，您一直对体育

不感兴趣，为什么这次会想到奖励中国女

足100万元？

宗庆后：

我基本不看足球，但是在上世

纪90年代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看了一场中

国女足跟美国队的比赛 （注：1999年女足

世界杯决赛），比赛打得很精彩，中国队最

终点球输了，拿到亚军。虽然输了，但我感

觉中国女足在场上非常敢拼， 所以她们的

比赛很有感染力。当时我挺开心的，觉得原

来中国足球还是能踢出亚洲走向世界的，

就这样对中国女足有了印象。这次世界杯，

其实我也没看， 但是周围的年轻人都很关

注，前几天在南昌开会的时候，他们给我说

女足在很艰难的情况下进了八强， 我就问

他们究竟有多艰难，这些年轻人告诉我，女

足球员每个月收入很低，也就两三千块钱，

没人看也没人关心， 什么一场比赛就20个

人来看。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有这样的成绩，

这让我很感动，她们是为国争光在踢球，不

像一些男足球员，是为了钱在踢球。所以我

觉得应该鼓励鼓励这种精神。

成都商报：

不少网友都怕经过层层

“过滤”，奖励发到女足姑娘们手中会“缩

水”。您准备怎么去避免这种情况？

宗庆后：

不瞒你说，我们也有这种顾

虑，其实我们是通过一个媒体朋友联系上

女足的， 当时这位媒体朋友就给我们说，

如果走一般途径的话，最后到球员手上能

有一半就不错了。我跟我们集团市场部的

人商量了一下，通过这位媒体朋友跟女足

领队沟通，最终确定是让女足教练组通过

这次世界杯每名球员的贡献，确定每名球

员应该拿到多少奖励，然后我们按照教练

组开出的清单，将钱直接打到每名球员的

账上。等女足回国，我们还会专门去队上

进行慰问。我想这样的话，总不会有上下

其手的机会了吧。

成都商报：

中国女足马上就要与美国

队交锋了， 您对这场比赛有什么样的看

法？

宗庆后：

我觉得这次战胜美国队还是

有机会的。 因为中国队一场比一场打得

好，这就跟打仗一样，越赢越会赢。而且进

八强就已经是达到预期了，她们能够以更

放松的心态去踢，再加上美国女足不是有

两个主力停赛了嘛，以前都打平，这次有

机会赢的。

成都商报：

您在去年时表态只搞实

业，从未对投资足球俱乐部感兴趣，但今

年则说即使收购足球俱乐部，也只会考虑

国内俱乐部，这是否意味着您在态度上的

转变。

宗庆后：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曾经想

搞一支足球队的，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是从

小孩子开始培养起来，实际上当时健力宝

那支球队很有潜力很不错，但一回来就被

拆散了。中国足球这些年又是赌球又是黑

哨，现在倒是干净一些了，但男足运动员

明显是心态不好了，完全是为了钱在踢足

球，这怎么能踢得出水平来？反而是女足

是在为国踢足球， 所以即使我要投资足

球，也是投资女足！

成都商报：

随着中国足球环境的改

善， 很多大企业都开始涉足中国职业足

球。您有这方面的想法吗？

宗庆后：

我很确定地告诉你没有。中

国足球的风气要扭转过来需要比较长的

时间。 如果中国女足愿意让我们来投资，

我倒是很愿意。因为她们是在这么困难的

情况下为国争光，如果说是为了赚钱而踢

球，我也不愿意投资。

成都商报：

如今国内体育产业已经成

了一块大蛋糕，不知道娃哈哈方面有没有

进军体育产业的打算？

宗庆后：

没有，在我看来，体育、教育

和医疗都应该是公益事业，不是用来赚钱

的，把它当成产业就会很麻烦。我们出钱

出物来支持公益事业是没问题的。而且现

在国内搞职业足球投入太大了，不符合我

的理念。每年几亿地花，最后还是会分摊

到消费者头上，不好。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摄影记者 张士博

“100万元直接打到队员账上，避免缩水”

谈赞助女足

“皇马找过我，但AC米兰从来没联系过”

谈收购AC米兰

“如中国女足愿意让我们来投资，我倒是很愿意”

谈投资足球

宗庆后：

网络谣言

让娃哈哈

损失50亿

宗庆后昨日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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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6点半，“听涛园”老兵俱乐部里传

来阵阵号角。 三长二短的冲锋号声响起，身

穿绿色军装，头戴军帽的“老班长”董贵生

抬起右手，对着自己27位阵亡战友的纪念碑

庄重地敬了个军礼。这样的场景，每天重复

上演，不管吹风下雨，29年来从未间断过。

52岁的董贵生是一名老兵， 退役29年

来，无偿照顾27位阵亡战友的双亲。为了生

计，他开了“听涛园”老兵俱乐部 ，所获收

益全部用来资助战友的双亲。 从2009年起，

他每年义务组织老人们去烈士墓拜祭战友。

1984年4月28日的那场战役，是董贵生此

生都不能忘却的记忆。“活下来的人要照顾对

方的父母。”董贵生告诉记者，在战前，他和战

友们这样约定。在这场对越自卫反击战中，27

位战友光荣牺牲。“战争结束后，我接到任务，

去牺牲战友家里送达阵亡通知书和遗物。”

从那以后，董贵生每年都会抽时间到牺

牲战友的家中去探望。1991年， 通过自己省

吃俭用的钱， 加上亲朋好友的资助，“听涛

园”老兵俱乐部开业了。

通过多年的相处，老人们和董贵生早已

成为彼此生命中重要的“亲人”。如今，老人

们几乎都是80多岁高龄。“有时候， 我真的

希望时间能够慢些走。目前，已经有9位老人

相继过世。”说到这里，董贵生的声音有些

哽咽，而他也信守承诺，亲自赶去为每一位

故去的老人送终。

主题活动网页：

http://by.chengdu.cn

推荐热线：

成都文明热线

96110

监督电话：

61887874

10多平方米的卧室， 一台紧挨着床的电

脑，董健躺在床上操作鼠标。董健的生活就

局限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 他不能走不能

动， 但这并没有剥夺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因为网络连着他的淘宝店，也连着这个五彩

斑斓的世界。

两岁时，董健不幸患上进行性脊肌萎缩

症；9岁时， 一场高烧又让他坐上轮椅；17岁

时，一场事故致双腿粉碎性骨折。自此之后,

他的双手连写字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有右手

的手指能够动弹。

2010年， 董健买了一只牧羊犬取名

Lucky， 并在淘宝上买狗粮以及宠物用品。

“网上东西良莠不齐，要仔细甄别，我在淘

宝的过程中也萌发出创业的想法。”董健拿

出全部存款3000元， 并找到一个朋友合伙。

2010年下半年，“Lucky之家狗粮店”注册成

功，董健负责管理网店，朋友负责跑外勤。董

健的电脑非常特别，是用特制的夹子把电脑

桌夹在空中，没有键盘，打字全靠鼠标点击

屏幕键盘。这就意味着董健要花费其他卖家

几倍的时间来经营网店。

功夫不负有心人，“Lucky之家”信用等

级逐渐上升， 如今已经成长为双皇冠店铺，

每月销售额已突破20万元,年销售额已经达

到了200多万。业务量持续增长，两个人实在

是忙不过来了， 他的团队从2个人变成12个

人。“我想告诉和我一样被病魔缠住的朋

友，想做什么就要大胆去做，不要考虑太多，

困难是一定会碰到的， 但是我们不会被打

倒，一旦决定要做就不会停止。”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成都市区

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优或良

AQI指数：30～60

温馨提示： 某些污

染物可能对极少数

异常敏感人群健康

有较弱影响， 异常

敏感人群减少户外

活动。

（据四川省气

象台、 成都市环保

局官网）

成都

今日尾号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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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阵雨转多云

23℃-31℃

偏北风1-3级

明日 阴间多云

23℃-32℃

偏北风1-3级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

销“排列3和排列5”第15168期排

列3直选中奖号码：744， 全国中

奖注数9978注，单注奖金1040元；排列5中

奖号码：74409，全国中奖注数25注，单注奖

金10万元。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

15072期开奖结果： 前区19 20 21 31 33，

后区09 10，一等奖18注，每注奖金5501180

元，派奖每注奖金598290元，追加9注,每注

奖金3300708元， 派奖每注奖金358974元；

二等奖255注， 每注奖金21892元， 追加62

注，单注奖金13135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 “3D”第2015168期开奖结

果：306，单选15443注，单注奖

金1320元（含加奖奖金），组选3，0注，单注

奖金440元（含加奖奖金），组选6，24389注，

单注奖金220元（含加奖奖金）。●中国电脑

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七乐彩”第2015072

期开奖结果： 基本号码：12、04、13、23、26、

10、27，特别号码：30。一等奖3注，单注奖金

1115857元。 二等奖12注， 单注奖金20115

元。奖池累计金额0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

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守诺老兵 照顾27位阵亡战友双亲

坚毅青年 用两根手指敲出创业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