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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乔又栽了
非洲杯东道主小组出局

非洲杯A组比赛昨晨全部结束，中国
男足前主教练卡马乔挂帅、多特蒙德核心
射手奥巴梅杨领衔的加蓬队在小组赛即
被淘汰——这在东道主有巨大优势的非
洲杯中极其罕见。

在与中国足协打完官司，拿到约5000万
元人民币的天价违约金后，卡马乔于去年12
月3日挂帅加蓬国家队。小组赛三场比赛，加
蓬队虽然没有输球，但是三连平积3分的成
绩无法让他们出线。赛后，卡马乔接受了法新
社的采访，表示自己不知道还是否会继续执
教加蓬队。接下来，加蓬队还有世预赛的任
务，他们所在的世预赛C组中包括科特迪瓦、
摩洛哥和马里，去年十月份进行的第一场预
选赛中，加蓬主场与摩洛哥互交白卷，没能取
得开门红。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穆雷爆冷 无缘澳网八强

北京时间1月22日，2017年澳大利亚
网球公开赛进入第七个比赛日。世界第
一、头号种子穆雷在四盘苦战后，爆冷以5
比7、7比5、2比6、4比6输给了德国老将
兹维列夫，八年来首次无缘澳网八强。

伊斯托明爆冷击败德约科维奇，夺冠
最大的障碍被扫清后，穆雷原可以一鼓作
气证明他No.1的实力。

世界排名50位的兹维列夫则打出了
生涯代表作，兹维列夫与穆雷是同龄球
员，但与穆雷相比，兹维列夫的网球生涯
经历显得更加坎坷。不过从去年下半年
起，兹维列夫的状态就开始回升，排名更
创造了生涯最佳。2017 年的澳网充满悬
念，男单TOP2均无缘八强。

又讯 同日，女双12号种子彭帅/赫拉
瓦科娃延续此前的良好状态，以6比2、6比
0直落两盘，横扫实力不俗的M·桑切斯/克
莱帕克，晋级八强。 成都商报记者欧鹏

罗纳尔多进军电竞业

据巴西媒体报道，代号“外星人”的国
际足球巨星罗纳尔多近期投资了CNB电
子竞技俱乐部，正式涉足电竞。

CNB俱乐部是巴西联赛（CBLOL）成
员，目前 CNB俱乐部除了两位创始合作
伙伴拥有50%股份以外，罗纳尔多与另外
两名股东共同持有其余的50%股份。在本
次投资CNB战队之后，罗纳尔多说：“电
子竞技是全球趋势，并且在巴西越来越
火。我会把自己的激情从足球和扑克桌上
转移到电竞上来。”

又讯 昨日，沙佩科恩斯在友谊赛上战
平了巴甲冠军帕尔梅拉斯，这是空难后该
队第一次比赛，幸存的三名球员到现场领
取了南美杯冠军奖杯。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从“小巨人”到“姚老板”，接下来是“姚主席”？

姚明的成功学

经商有成，姚明开始站在更
宏观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他曾经
一度受困于CBA商业模式的落
后，为了能够改变现状，这几年来
他一直四处奔走，在2015／2016
赛季全明星赛期间，由姚明牵头
的18家俱乐部投资人筹备成立中

职联篮球公司。在经历了与篮协
的几番“拉锯”后，2016年11月22
日，新的中篮联（北京）体育有限
公司（简称“CBA公司”）揭牌仪式
在北京举行，姚明被选为CBA公
司的副董事长。而如今，在新的体
育总局领导上任，篮球改革加速

的大背景下，当中国篮球走向真
正职业化的路上，由姚明扛起改
革大旗令人期待。作为中国最有
影响力的体育明星，美国媒体曾
经盛赞他，永远不会再出现下一
个与他类似的人物了。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22日晚的CBA联赛中，四川品胜男篮主场迎战上海队，作为本赛季CBA最成功的球队，上海
队老板姚明对这支球队长达8年的改造已经初见成效。无论是运动员还是经商，姚明都堪称成功典
范，如今，在他身上可能要“加持”一道光环，那就是中国篮协主席。从“小巨人”到“姚老板”，姚明从
球员到俱乐部投资人等几次“转型”都很成功，那么姚明的成功学是什么呢？

在 CBA 的 4 年，这位身高 2
米26的“小巨人”为上海队拿下两
个亚军和一个总冠军，2004年雅
典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
上，姚明两度带领中国男篮跻身
八强。加入NBA后，姚明成为球
队核心，8次入选NBA全明星赛，
并成为第一个入选NBA名人堂
的中国人，他凭借强大的实力和

谦逊睿智的性格，在美国这个篮
球运动的中心舞台展现着中国体
育人的风采，也带动了NBA中国
市场的开发。平心而论，勤奋是球
员姚明成功的主要原因，为了能
够练出更多的得分手段以适应
NBA，他在整个夏季休赛期每天
训练6个小时以上，如果没有伤
病，不会缺席球队任何一场比赛，

火箭前主帅范甘迪曾多次表示，
“没人会比姚明打球更勤奋。”此
外，只要国家队征召，姚明总是无
条件为国出战，除了奥运会、世锦
赛，甚至还包括亚运会、亚锦赛。
美联社曾在报道中写道：“众所周
知，休斯敦火箭队中锋姚明是篮
球界最为努力工作的人。”2005
年，姚明当选全国劳动模范。

早在球员时期，姚明就以精
明而著称，他的品牌经营和慈善
活动让他的成功并不限于篮球，
甚至有评价说，姚明在商业上的
天赋与他的篮球天赋同样出色。
作为商人的姚明涉及诸多领域，
除了上海大鲨鱼队，还包括姚餐
厅、健身房、酒店、房地产、葡萄
酒、巨鲸音乐网等。其中很多项

目姚明并没有真金白银地投入，
而只是借用了“姚明”的品牌。股
票投资合众思壮，是一个非常典
型的利益转让，当时姚明以每股
1元的价格买入了37.5万股，收
益一度曾达到 7000 多万元。姚
明真正自己掏腰包的投资是在
美国、北京等地的多处实业资
产，其中包括豪宅、酒店和酒庄

等。在2014年就有报道，姚明的
总资产超过 30 亿。据一位长期
与姚明打交道的记者介绍，很多
人在与姚明交谈的时候跟不上
姚明的思路，“有的人想从姚明
口中套出点有价值的东西，可绕
来绕去却被姚明绕了进去。”为
了让自己能更适应商人这个角
色，姚明还自学了管理知识。

2009年，姚明接手上海大鲨鱼
队，成为这支CBA豪强的老板。姚
明希望借鉴NBA的运营法则，用
理性手段而非感情用事来运营俱
乐部。他先是炒了恩师李秋平，随后
在刘炜的续约问题上与对方产生
分歧，最终以刘炜离开上海远走新

疆而告终。不过，借鉴美国管理经验
的姚明也走了很多弯路，毕竟不是
所有的NBA理念都适用于CBA。
因此在姚明入主后，除了2009~
2010赛季杀进半决赛外，大多数时
候上海队都是在季后赛边缘徘徊。
但姚明的能力再一次展现，他不但

逐渐适应了CBA的风格，还建立了
属于自己的管理模式。这几年上海
队国内球员阵容稳定，并总能以实
惠的价格引入优秀外援，本赛季常
规赛，上海队一直占据联赛头名，提
前8轮晋级季后赛，作为CBA最

“穷”的老板，姚明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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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5 日，北
京，姚明出现在
体坛风云人物
颁奖典礼上

三星电子无线事业部总裁DJ Koh详细介
绍了此次调查的过程与结果，现场向Galaxy
Note7用户、运营商、零售和分销商，以及商业伙
伴诚恳道歉，并对大家的耐心等待与支持表示
感谢。

过去几个月，为找出Galaxy Note7事件的
原因，三星开展了细致、周密的排查工作。在调
查过程中，三星对Galaxy Note7的硬件、软件，

以及相关流程如组装、质检、物流等各个环节
进行了仔细的排查。为还原燃损发生过程，三
星动用了700余名公司研究员和工程师、构建
大规模的实验装置，测试了超过20万部组装完
好的手机和3万多块电池，进一步明确了问题
的根源。

同时，美国保险商实验室（UL）、Expo-
nent实验室以及德国莱茵TUV集团等业内

领先的第三方机构也应三星的委托，针对
Galaxy Note7 事 件 原 因 的 可 能 性 展 开 了 客
观、公正、独立的调查。 其中，UL总部在美
国，是一家在安全规格和认证领域具有公
信力的专业机构。Exponent总部位于美国，
是 专 业 的 科 技 行 业 咨 询 公 司 。德 国 莱 茵
TUV集团是国际认可，具有独立性的实验、
检测认证机构。

三星电子联合第三方公布Note7燃损原因
推出针对性措施保障未来产品安全

在经过数月
的深入调查与分
析之后，昨日三星
电子在首尔召开
新闻发布会，与全
球三大独立调研
机构，就Galaxy
Note7事件公布
了调查结果，同时
推出一系列强化
措施以避免类似
事件重演。 三星电子无线事业部总

裁 DJ Koh表示，“从结论上来
看，Galaxy Note7燃损的原因
在于电池。我们为了追求创新
与 卓 越 的 设 计 ，就 Galaxy
Note7电池设置了规格和标
准，而这种电池在设计与制造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未能
在Note7发布之前发现和证
实，对此，我们感到非常痛心和
抱歉。”

经历数月的深刻总结和
努力，三星将从Galaxy Note7
事件中汲取到了深刻教训，
全面融入到各个流程与企业
管理体系中，对产品可靠性
做出了全新承诺并将在未来
全面履行。

针对Note7事件，三星制
定了“8项电池安全检查措施”，
确保电池安全可靠。

“8项电池安全检查措施”
包含安全检查、电池外观检查、
X 光 检 查 、电 芯 拆 解 检 查 、
TVOC检查、ΔOCV 测定、充
放电检查以及用户使用场景下
的安全性检查。

此外，三星还在产品规划
阶段采用“多层安全措施协
议”。“多层安全措施协议”将
对设备的每个部分，实施严格
的安全标准，包括整体设计与
所用材料、硬件强度与尺寸，
以及新的软件算法等。同时，
将对电池充电温度、充电电流
与充电持续时间等方面加强
安全性。

此外，三星组建了“零部件
专业团队”，对核心零部件的
设计、验证、工程管理进行针对
性开发和管理。同时，三星为了
能够客观地评估安全问题，组
建来自学界、业界的专家顾问
团队。

三星电子大中华区产品战
略及研发总裁王彤先生表示：

“创新是三星的DNA。在保证
用户安全和产品质量前提下，
我们不会停止创新的脚步。作
为在中国的大型外商投资企
业，三星将深入研究中国消费
者的喜好及使用习惯，不断研
究开发满足中国消费者喜爱的
产品。”

实验现场展示

三星相关人士在发布现场陈述调查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