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2012年亚洲

少年棒球锦标赛的决赛才在金牛区体育

中心分出胜负， 中国队最终以14比11战

胜卫冕冠军中华台北队， 首次夺得该项

赛事冠军。

参加本次比赛的中国队是由成都金

牛区少年棒球队的7名球员和北京少年

棒球队的7名球员共同组成。见到孩子们

在家门口捧起冠军奖杯， 金牛区棒球队

主教练朱明德却乐观不起来， 因为看台

上的观众寥寥无几。朱明德坦言，“棒球

运动在国内比较冷门，看的人少，打的人

也少， 在成都接触棒球的娃娃估计不到

500人，而东京的高中就有6000多支棒球

队……”在朱明德看来，除了在比赛中取

得优异成绩外，普及棒球也非常重要。

据了解，本次比赛能够落户成都，现

担任亚棒联赛事主任工作的朱明德在其

间做了不少工作。对此，朱明德笑称自己

确实有点儿私心，目的是“让成都市民能

够在家门口看到高水平的棒球赛， 让更

多的人参与到棒球运动中来。” 其实，亚

棒联等很多相关部门也在为普及棒球而

努力，比如为了让棒球运动更安全，少年

棒球训练、比赛用球选择了更软的材质，

“这样的球对人体基本不会造成伤害，找

一片空地就可以打了。” 朱明德还透露，

在1983年便组建了棒球队的金牛区，有

计划实施“棒球进校园”活动，目前正在

讨论阶段。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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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晨， 曼联在新赛季英超首轮中

遭遇开门黑， 客场

0

比

1

负于埃弗顿，香

川真司首发， 范佩西替补登场完成在曼

联的首秀。

●

昨晨，巴塞罗那在甘珀杯中

0

比

1

不敌桑普多利亚， 开场第

59

秒，桑

普的索里亚诺打入全场惟一进球。

●

德

国杯昨晨首轮开战，拜仁客场

4

比

0

轻取

雷根斯堡，新援曼祖基奇梅开二度，沙奇

里和皮萨罗各进一球。

●

昨日，中国国青

队在

2012

年潍坊杯

5

、

6

名决赛中被柏太

阳神队

1

比

1

逼平， 点球大战中国青队

4

比

5

落败， 最终只取得本届杯赛第

6

名。

●

前晚， 中国女足青年队在日本进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

D

组首轮中以

0

比

4

惨败

于卫冕冠军德国队。

●

在马拉多纳亲自

到中国出庭状告新浪和九城侵权后，梅

西的经纪人向国内某专业媒体透露，接

下来将就梅西肖像权被一些中国公司侵

犯而进行诉讼。 姜山

2012年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

级联赛将于本周六拉开战幕。今年

的羽超联赛的一项重大改变就是

扩军， 参赛俱乐部由原来的8家扩

为12家， 包括了去年羽超联赛的8

家俱乐部和羽甲联赛前4名的俱乐

部。 作为去年的羽甲联赛亚军，四

川队名列其中，这将是川军首次征

战羽超联赛。

“25日，我们将在广州客场挑

战八一队。”四川省乒羽中心主任

陈兴东昨日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据

了解，将以四川川威俱乐部名义参

赛的川军中，知名度最高的要数世

界冠军谢中博。尽管谢中博已经是

四川女队主教练，但他仍然会以队

员身份征战羽超， 在他的带领下，

四川队的男双及混双具备了一定

的冲击力。根据羽超赛程安排，8月

25日至10月13日进行常规赛，11月

1日至12月9日为季后赛，每周四或

周六比赛。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伦敦奥运会上，中国选手孙杨和韩国

选手朴泰桓在200米自由泳决赛中并列获

得银牌，两人一同站上领奖台的一幕让人

印象深刻。但据韩国《朝鲜日报》昨日报

道，朴泰桓当场获颁的银牌是赝品。

由于奥运赛场上并列夺牌的情况

很罕见，国际奥组委一般不会准备更多

的奖牌，但通常会准备一些“假奖牌”

以备不时之需。 在7月31日的男子200米

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杨与韩国选

手朴泰桓以1分44秒93的相同成绩并列

第二。颁奖仪式上，朴泰桓获得的便是

这种假奖牌。 这种仿制的假奖牌在重

量、 外形和色泽上几乎与真品一模一

样，这也难怪现场的韩国记者和朴泰桓

本人都没有分辨出这枚银牌的真假。韩

国体育会的一名人士称，颁奖仪式两天

后，国际奥组委向朴泰桓通报银牌是假

的，请他去换取真银牌，这时朴泰桓才

知道自己原来已经被“蒙”了两天。此

外，《朝鲜日报》还称，国际奥委会在向

朴泰桓颁发了假银牌后感到于心有愧，

才决定在颁奖后的升旗仪式中将韩国

国旗挂在了中国国旗之上。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实习生 任克菲 编译

伦敦奥运会上，刘翔再次受伤离场让

人印象深刻。不过，虽然刘翔是中国体育

标志性人物，但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优秀运

动员伤残互助保险暂行办法的规定，他跟

腱断裂后得到的保险理赔金额也只有

6000元。

据了解， 按照国家体育总局优秀运动

员伤残互助保险暂行办法的规定， 保险理

赔标准共分为十二级， 刘翔的伤情适用于

第十级，即肌肉、肌腱、韧带断裂，无功能障

碍。该级别赔付金额为3000元。根据规定，

曾在世界三大赛事中获得金牌的运动员，

在比赛期间发生运动意外伤害事故， 运动

意外伤害保险金额按双倍计， 所以他的赔

偿金额为6000元。 对于像刘翔这样的世界

著名运动员来说，6000元的保险金额确实

有点拿不出手。

其实刘翔早在2006年就想为自己的双

腿投保， 但是因为针对运动员的体育专业

技能保险属于低回报险种， 而且大家对于

体育保险的认识不深， 购买体育保险产品

的欲望不强， 所以国内还没有像体育保险

这样的专业技能保险。 虽然某保险公司曾

单独立项送单1亿元，但这只是特例，仅为

了商业宣传，而2008年奥运会刘翔伤退后，

也并没有要求赔付。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实习生 李培洋 整理

刘翔跟腱断裂 保险仅赔6000元

朴泰桓

伦敦获颁“假银牌”

川军周六首战羽超

奥运前下单的企业笑了

在伦敦奥运会上独揽两金一银一铜的

孙杨，俨然已成为姚明、刘翔之后的中国体

坛领军人物，超高的人气自然让他成为商家

眼中的头号香饽饽。 在伦敦奥运会之前，孙

杨签下了三份代言合同，而这三家公司也从

中受益匪浅。在孙杨扬威奥运会时，与他合

作的某服装企业不但在股市上收获颇丰，而

且有孙杨签名的T恤在一周之内就卖出了

800多件； 某牛奶厂商在奥运期间发起的线

上互动活动，也因为拿孙杨当招牌，上线首

日的访问量就突破10万人次； 在孙杨回国

后，某饮料公司又出面将他与何姿、陈一冰

等三名奥运冠军请到南京，参加了南京青奥

会的活动，如果不是这家饮料公司在奥运会

前就以超强眼光签下孙杨的话，现在要想请

动孙杨出席，恐怕难度会相当之大。

孙杨开价吓退90%企业

有消息称， 目前有多达200家企业都希

望能与孙杨合作，日前，国内知名体育产业

营销专家、北京奥林匹克促进会市场开发委

员会主任王奇根据他在奥运会之后接到的

各种体育营销咨询、邮件、电话、微博私信，

整理出了一个“奥运冠军价值排行榜”，在

男运动员排名中，孙杨超过了林丹、张继科、

雷声、陈一冰等人，雄踞“男榜”首位。

不过， 现在孙杨这棵树却不是那么好

攀的， 昨日国内媒体报道孙杨出席一次商

业活动的出场费就高达百万。 熟知国内奥

运营销内幕的王奇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

访时也透露， 希望通过他来联系孙杨的企

业就不下20家， 不过王奇表示：“我觉得孙

杨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摆不正位置，开出来

的价格非常不现实。”据王奇介绍，现在真

正找孙杨代言的企业很少， 更多的都是希

望能把孙杨拉出来出席一次商业活动，但

这种商家一听到孙杨经纪团队开出来的报

价， 很多都立刻打起了退堂鼓，“中国的奥

运营销不成体系，还处于初级阶段，很多企

业都是一锤子买卖， 所以他们请孙杨出席

一次活动，心理价位也就是二三十万，现在

孙杨开价太高，十个有九个都会说‘算了，

算了’。 所以现在孙杨有点像艺术收藏品，

有价无市那种。”王奇透露，孙杨新谈成的

协议很少， 现在他出席的活动基本上都是

奥运会之前签约的企业所操办的，“这是因

为孙杨在体育经济上不恰当的定位所造成

的。”王奇说。

叶诗文报价同样偏高

在王奇所整理出来的“奥运冠军价值排

行榜”中，叶诗文排名“女榜”第一位，但王

奇认为叶诗文有着与孙杨相同的问题：“叶

诗文现在的报价也是比较高， 超过了50万，

同样让不少企业却步。我个人觉得她的报价

在30万左右比较合适，这样大家都能接受。”

在接受采访时， 王奇用了在伦敦奥运

会上获得帆船激光镭迪尔级女子单人赛冠

军的徐莉佳来举例，他表示，徐莉佳现在也

是受到商家的热捧， 这其中除了帆船项目

比较高端，能满足一些奢侈品牌的诉求外，

也和徐莉佳对自己定位较为准确有关，王

奇说：“徐莉佳算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知道

自己有几斤几两， 所以她反而能谈成一些

合作。”王奇表示，根据他的经验，奥运冠军

们在奥运会结束后一个月之内， 心态都处

于不正常的状态，过了这个时间段，才会慢

慢回归理性， 那时候他们的身价应该能恢

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线上。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在举世瞩目的奥运会上获得金牌让很

多运动员一夜成名， 同时也让他们成为了

企业们的宠儿。在伦敦奥运会上，广东选手

们表现出色，一共获得7枚金牌。而在回国

后，这些运动员不仅获得了汽车、白酒企业

等赞助，还获得500万元奖金。

前日， 第三十届奥运会广东省表彰大

会在广州举行， 对在伦敦奥运会中取得骄

人战绩的广东选手进行了表彰和奖励。据

《南方日报》报道，每个奥运冠军都得到了

广东省体育基金会合作伙伴的奖励，7位奥

运冠军每人都得到一辆广汽“传祺”GS5汽

车，并且得到了500万的奖金，甚至还有泸

州老窖集团提供的国窖1573定制酒， 酒的

证书及铭牌上都将特别标有奥运冠军的名

字和项目。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整理

出场费太高

企业难接招

孙杨100万 叶诗文超50万

在“注意力

经济时代”，中

国的奥运冠军

们在载誉归来

后自然会受到

商家的追逐，但

如果由于定位

不准、 开价过

高，也很容易导

致自身的商业

价值无法得到

最充分的开发。

日前国内

媒体纷纷报道

有 200家企业

希望能与孙杨

合作，而他出席

商业活动的出

场费也涨到了

百万人民币。但

熟知国内奥运

营销产业内幕

的北京奥林匹

克促进会市场

开发委员会主

任王奇却向成

都商报透露，孙

杨、叶诗文等奥

运冠军却因为

不恰当的报价，

吓退了很多企

业，导致现在遭

遇有价却难有

市场的尴尬。

专家认为：奥运冠军报价不理性，难使其商业价值最大化

汽车 定制酒 再加500万

广东奥运冠军获企业重奖

棒球亚少赛中国队首次夺冠

棒球运动或进成都校园

范佩西身披20

曼联首秀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孙杨在一次商业活动上玩自拍

棒球小子在成都激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