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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欢 喜 传 媒
2015年5月13日，香
港地产物业类上市
公司21控股宣布导
演徐峥、宁浩各持
股19%，截止2015年
12月4日，欢喜传媒股价2.77港元。徐峥和宁浩分别
拥市值12.15亿港币。

比高集团 2009年6月，香港上市公司帝通国
际以3亿港元的价格收购Beglobal 旗下物业，这家
公司的背后股东之一正是周星驰。交易完成后周星
驰持有帝通国际24.19%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
目前周星驰对比高集团的持股比例超过了50%。截
止2015年12月4日，比高集团的股价是0.27港元，市
值9.24亿港元，周星驰拥市值超过4.62亿港元。

汉传媒 2014年十月底，谢霆锋花了1.225亿港
币（9500万元人民币）以每股0.35港币的价从场外购
得香港上市公司汉传媒23.42%的股权，成为最大股
东。截止2015年12月4日，汉传媒的股价是0.42港元，
市值9.3亿港元，谢霆锋拥市值2.18亿港元。

阿里影业 2014年底，赵薇及其丈夫黄有龙以
每股1.6港元的价格，耗资30.88亿港元买入约19.3亿
股阿里影业股份，持股比例9.18%，成为阿里影业第
二大股东。2015年四月底，股市牛市时，赵薇夫妇以
每股3.9元减持2.56亿股阿里影业，套现约9.984亿
元，持股量由9.18%减少1.22个百分点至7.96%。截止
2015年12月4日，阿里影业的股价是1.9港元，市值
479.46亿港元。按持股7.96%算，赵薇夫妇仍拥阿里
影业市值38.17亿港元。

远东控股国际 2015年七月，李连杰及其妻利智
以每股0.1港元购入远东控股约115.35亿股，成为最大
股东，市值约11.54亿港元。按远东原有10.89亿股已发
行股份，李连杰持有远东控股扩大后股本的72.58%。

抄底抄底抄底
近两年，资本

市场尤爱影视业，
影视公司也迎合地
很High。据不完全
统计，现在出现在
A股、新三板、港股
的明星、名导、名编
剧已超过70人，涉
资粗略估计超百
亿。其中，持股数最
高的是赵薇，她和
其夫虽然此前被曝
大量套现，但仍持
有阿里影业7.96%
的股份，市值38.17
亿港元，折合人民
币31.53亿元。其次
是徐峥+宁浩、李
连杰+利智、周星
驰，他们分别坐拥
香港上市公司欢喜
传媒、远东国际控
股、比高集团12.15
亿港元、6.32亿港
元、4.62亿港元的
市值。另外，谢霆
锋、杨丽萍、范冰
冰、孙俪、胡歌、刘
诗诗等所拥有的股
票市值都过亿或将
过亿。

搜狐娱乐 哈麦
制图 邬艺

西安同大 西安同大本是一家生产净化
系统的新三板上市公司。2015年八九月，西藏
嘉行以每股1.7元的价格先后两次买入西安
同大共600万股，持股比例 37.15%，成第一大
股东。西藏嘉行由杨幂和两位经纪人于2015
年7月创办，杨幂以18.75%的出资份额位列第
三大股东。借壳交易后，西安同大股价飙升至
78.95元，现处于停牌状态。杨幂持112.5万股，
市值8882万元。

能量传播 能量传播是一家节目制作、包
装公司，有《鲁豫有约——说出你的故事》《壹周
立波秀》《超级演说家》《小崔说立波秀》《中国
夜》等品牌。该公司在2014年冲击IPO未果后，
2015年六月转投新三板。上市后陈鲁豫持325万
股，占比4.56%，为第五大股东。周立波持200万
股，占比2.81%，为第九大股东。上市后公司股价
一路稳升至20.2元，现处于停牌状态。陈鲁豫和
周立波分别拥市值6565万和4040万。

唐人影视 唐人影视在A股上市无望后转而
申请挂牌新三板。2015年9月，上海艺立以现金
6500万元认购唐人影视524.19万股，占比4.93%。
上海艺立成立于2015年7月21日，胡歌、刘诗诗、
娜扎分别为第2、3、4大股东，出资额为3278.81万、
1573.83万、262.31万，分别占股50.19%、24.09%、
4.02%。也就是说，胡歌、刘诗诗、娜扎分别持唐人
影视263万股、126万股、21万股。

另外，排在股东第九位的上海映海持股
104.83万，占比0.99%。据称，上海映海是一家由高
圆圆持股比例占99.9%的合伙企业，成立于2015
年9月6日。如果唐人影视上市成功，胡歌、刘诗
诗、高圆圆很可能成为拥有上亿市值的明星。

A股

唐德影视 2015年2月，电视剧制作大户唐德影视（《金
大班》《武则天》）在深交所创业板A股成功上市，每股发行价
22.83元。之后一路暴涨。截止2015年12月4日，其股价为
80.56元，成为国内最贵的影视传媒股。据悉，范冰冰（持129
万股，占比2.15%，第7大自然人股东）、赵薇（持117万股，占
比1.95%，第8大自然人股东）是在2011年4月唐德影视增资
扩股时进入，每股成本2.3元。截止2015年12月4日，唐德影
视股价80.56元，范冰冰、赵薇分别拥市值1.04亿、9426万。

华谊兄弟 华谊兄弟在2009年10月30上市，算国内最
早的上市电影公司。当时每股发行价28.58元，首日收盘价就
飙到了70.81元。几年后，股价慢慢下滑，截止2015年12月4日
为38.02元。华谊2009年上市时曝光的明星持股比例是这样
的：冯小刚持288万股，占比2.2857%；张纪中持216万股，占
比1.7143%；黄晓明持180万股，占比1.4286%；李冰冰持36万
股，占比0.2857%；

光线传媒 2011年光线传媒上市时的明星股东包括
主持人柳岩、谢楠、常索妮、大左，分别持5万股、5万股、3万
股、3万股。据说，光线当时是为了留住这几个主持人用股
份换的三年合约。2012年光线三季报显示，柳岩和谢楠分
别持有公司限售股11万股。光线现在的股价是31元左右。

中南重工 2014年4月，影视公司大唐辉煌（《鲜花朵朵》
《咱家那些事》）卖给造钢管管件的中南重工得以上市，这也
是诸多借壳中不多的成功案例之一。根据当时的重组预案披
露，唐国强、陈建斌、王姬均持有大唐辉煌0.3%的股权，冯远
征、陈小艺持股比例均为0.15%。截止2015年12月4日，中南重
工的股价是25.49元。如果持股比例没变动，现在他们持股的
市值分别是510万元、510万元、510万元、142万元、142万元。

●代表公司
唐德影视
华谊兄弟
光线传媒
中南重工
新丽传媒
●代表明星
冯小刚
李冰冰
范冰冰
黄晓明
赵薇

●代表公司
西安同大
能量传播
乐华文化
唐人影视
海润影视
●代表明星
杨幂
陈鲁豫
周立波
韩庚
胡歌
孙丽（孙俪）

●代表公司
欢喜传媒
比高集团
汉传媒
阿里影业
远东控股国际
●代表明星
赵薇
李连杰
徐峥宁浩
周星驰
谢霆锋

赵薇李连杰李冰冰杨幂
70余明星股市捞钱炒股

秘籍

体育

责编 宋德萍 李东 包程立 美编 唐倩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欧冠电视直播

12月9日（周三）03：45
沃尔夫斯堡VS曼联 CCTV5

埃因霍温VS莫斯科中央陆军 CCTV5+

12月10日（周四）03：45
奥林匹亚科斯VS阿森纳 CCTV5
勒沃库森VS巴塞罗那 CCTV5+

一年攻入21球
连续两年成队内最佳射手

切尼是一名巴西门将，目前已42岁
高龄，虽然在守门功夫上他在世界足坛
排不上号，但是如果从进攻能力上讲，
他可谓是世界足坛门将中进攻能力最
强的球员。切尼脚法出色，在足球场上
经常依靠直接任意球机会破门得分，而
在球队的点球主罚人选中，他也是圣保
罗队的第一选择。在2005年切尼曾经打
入过21粒进球，在那年巴甲，最佳射手
是攻入24球的罗马里奥，切尼与其只有
3粒球之差，切尼成为了巴甲历史上单
赛季进球最多的门将。加上2006年有16
球入账，切尼连续两年成为圣保罗队的
最佳射手。

早在去年，就有切尼可能退役的消
息传来，但是在圣保罗俱乐部高层的挽
留下，切尼做出了再战一个赛季的决
定。昨天凌晨，巴甲最后一轮圣保罗1比
0击败了戈亚斯，虽然切尼因伤没有登
场，只是在看台上看完了比赛，但是他
还是完成了圣保罗生涯的最后一战，同
时给传奇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完美的句
号。巴甲老牌劲旅圣保罗有幸见证了切

尼的传奇，因为切尼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圣保罗。他为圣保罗赢得了超过600场
比赛，比曼联“活化石”吉格斯还多。在
圣保罗主页菜单中，将切尼一个人单独
列项展示，全世界没有俱乐部会对一个
球员这么做，这是何等的荣耀。切尼表
示这份爱是相互的，“我深深地爱着这
家俱乐部。”

一生攻入62粒任意球
他是小贝心中的任意球大师

巴西盛产任意球高手，比如小罗、
儒尼尼奥，但切尼在他们面前并不失
色，就连公认的香蕉球高手贝克汉姆都
曾认为，切尼是自己心中的任意球大
师。1997年2月15日，切尼在客场对圣若
昂联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就是任意球。至
今他还对这个进球念念不忘，“我认为
第一个进球总是最特殊的，因为主罚任
意球一直是10号球员的专利。我对圣若
昂联的进球最为特别。”他认为自己踢
任意球的经验主要靠心理学和物理学
———心理学是如何面对门将，物理学
是怎样将球踢出漂亮的弧线。

切尼是怎么想到要尝试踢任意球

的？2010年接受ESPN采访的时候切尼
说起来了那段往事。当年切尼和前巴西
国门泽蒂一起练习脚法。泽蒂和切尼同
时效力于圣保罗队，每次训练结束后，
泽蒂都拉着切尼一起去练习射门。渐渐
地，切尼发现了自己在射门上的天赋。
从此之后，他努力练习射门技术，之后
顺利抢了前锋的活儿。对于切尼来说，
任意球可能真的是他骨子里的天赋，

“第一次训练，我就踢中了横梁，这让泽
蒂惊呆了。”切尼凭借在圣保罗的出色
发挥也获得了巴西国家队的青睐，他曾
17次入选桑巴军团，并跟随球队获得了
1997年的联合会杯冠军以及2002年的
韩日世界杯的冠军。令人遗憾的是，在
代表巴西国家队出场的比赛中，切尼没
能进球。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姓名 国籍 效力年份 进球数
切尼 巴西 1992-2015 131
奇拉维特 巴拉圭 1982-2004 62
伊万科夫 保加利亚 1996-2011 42
伊基塔 哥伦比亚 1985-2010 41
费尔南德斯 秘鲁 1997至今 39
马西奥 巴西 2002至今 34

守门员进球榜

最后一个守艺人关门谢幕
42岁巴西传奇门将切尼昨晨经历本赛季最后一战后正式挂靴

他被誉为他被誉为““穿手套穿手套
的罗纳尔多的罗纳尔多”，”，他是世他是世
界足坛最后一个界足坛最后一个““守守””
艺人艺人，，守门比他好的人守门比他好的人
射门不如他射门不如他，，射门比他射门比他
好的人守门不如他好的人守门不如他，，他他
就是巴西传奇门神切就是巴西传奇门神切
尼尼。。

李世石：不要78万赢棋奖金

前日，2015年围甲联赛结束，广西
队排名倒数第一降级。昨天，极具个性
的韩国知名棋手李世石九段提出让人
震惊的要求：不要本赛季的赢棋奖金，
以表达棋队降级他的愧疚之情。

李世石2004年开始以外援身份参
加围甲联赛，最近三年李世石都代表
广西队参赛，今年李世石向广西队提
出，如果他一人赢棋，另外三位队友输
棋情况下，他也不要赢棋报酬。这一度
让广西华蓝董事长雷翔很为难，无奈
之下想出一个折中办法：尊重李世石
的意见，但是在其他情况下，他每赢一
局棋的奖金从10万元提高至13万元。
本赛季李世石6胜6负，按照今年的赢
棋奖金计算方法，那就是不要78万的
赢棋奖金。对此，雷翔回应说：“广西华
蓝不能违约，协议应该支付给李世石
的奖金还是要照常支付。”

成都商报记者 盖源源

又讯 2015年世界羽联超级赛总
决赛将于9日在阿联酋迪拜举行，主办
方昨日宣布奥运冠军林丹因伤将缺席
本次总决赛。 周玥廷

23年职业生涯，共出场1256次，打入131球……

据法国媒体报道，费德勒将在明年
里约奥运会上出战男单、男双和混双比
赛，而他与“瑞士公主”辛吉斯的混双比
赛也极有可能成为这对“金童玉女”在
世界大赛上的谢幕演出。

费德勒获得过几乎所有最高级别
的冠军头衔，唯独缺少奥运会男单金
牌。四度出征，四度铩羽，最好成绩是

2012 年伦敦奥运会的银牌。里约奥运
会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出战奥运。如
今，由费德勒、瓦林卡、辛吉斯等巨星坐
镇的瑞士队已确定了参赛阵容。届时已
年满 35 岁的费德勒将三线作战，其中
混双将搭档辛吉斯组成梦幻组合。瓦林
卡的任务也一点都不轻松，他同样是三
线出击，混双将搭档巴辛斯基。女双方

面，瑞士队则派出了辛吉斯搭档本西
奇。费德勒与辛吉斯是瑞士网球的代
表，两人曾携手为瑞士捧起 01 年的霍
普曼杯，但奥运会还从未联手出战。伦
敦奥运会的时候，费德勒曾邀请辛吉斯
搭档，但瑞士公主没有接受这一邀请，
这一遗憾将在明年得到补偿。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牵手辛吉斯战混双 费德勒里约奥运三线出击

北京时间昨晨，巴甲联赛迎来本赛季最后一轮的比赛，对于圣保罗队的传奇门将切尼来
说，这也是他的职业生涯最后一战。最终圣保罗客场1比0战胜戈亚斯，给这位传奇门神的职业
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23年职业生涯里，切尼一共出场1256次，打入131球。坎波斯、伊基塔、奇拉维特、切尼
——美洲曾盛产进攻型或进球型门将：坎波斯往往是上半场守门下半场打前锋过进球瘾，伊基
塔是杀得兴起从本方禁区直接带到对方禁区，切尼和奇拉维特是点球任意球的江湖高手……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最后一位大佬也“金盆洗脚”，就只剩段子手拿诺伊尔的站位吐吐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