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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
葡萄牙超级联赛劲
旅布拉加通过俱乐部官方网
站宣布：葡萄牙国脚迭戈·索
萨正式加盟中超球队深圳佳
兆业。根据葡萄牙相关法律，
葡萄牙证监会（CMVM）公示
了布拉加提交的深圳队购买
葡萄牙国脚迭戈·索萨的转会
费价格，
仅为540万欧元。
这与葡萄牙媒体先前预
测的数字（1500万欧元）和德国
转会市场网估算的迭戈·索萨
本人的身价（1200万欧元），
存
在非常大的出入。
这起转会也
引发了许多葡萄牙球迷的质
疑。大批球迷在新闻下评论，
对这个价格表示了不解，
认为
布拉加竟然以如此低廉的价
格贱卖了一名当打之年的葡
萄牙国脚、C罗在国家队的搭
档。
记者采访了德国转会市场
网中国区管理员朱艺，
后者表
示这桩转会确实偏离市场价
格太多，
“对于这样一位正当
红的国脚来说，
1500万欧元应
该是合理的价格。
而且一般来
说，
欧洲球员卖到中国应该都
会大量溢价。
”
也就是说，
中超球队这次
以三折多的折扣、
相当于亏本
大甩卖的价格买到了C罗队
友、
一位正值当打之年的葡萄
牙国脚。
这是赚欢了？
是中国足
球引援历史的一次大胜利？
还
是另有隐情？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谁说炒股不赚钱
谁又在抄底中石油

迭戈·索萨昨日抵达中国

深圳队三折买到C罗搭档

中超球队
学会
“淘相因”了？

贱卖国脚？

转会专家：

布拉加
作出“不可思议的牺牲”

转会费
正好在调节费红线之内

迭戈·索萨是谁？这位新晋葡萄牙
国脚1989年9月14日出生在巴西圣路易
斯，18岁之前在巴西著名的帕尔梅拉
斯俱乐部青训营学习，19岁来到C罗故
乡、葡萄牙马德拉岛的马德拉航海队。
司职前锋的迭戈·索萨大器晚成，此前
一直混迹在马德拉岛几家球会，直到
2017年28岁的索萨才加盟葡超豪门布
拉加队。他在布拉加发挥出色，51场比
赛攻入23个进球。今年他被葡萄牙国
家队主帅费尔南多·桑托斯选入队中，
他也作为C罗的搭档为国家队获得首
届欧国联冠军立下了战功。同时，他还
获得了葡超联赛射手榜第四名。考虑
到这些因素，德国转会市场网给他的
估价为1200万欧元，是布拉加队队内
的第一身价。
德国转会市场网中国区管理员朱
艺对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表示，
“这
几年来，
布拉加队都在出售队内当打球
星来赚钱，
而且都有一定程度的溢价。
”
据朱艺统计，2015年，布拉加出售阿德
尔兰·桑托斯给瓦伦西亚，转会市场估
价750万欧，成交价950万欧；出售泽路
易斯给莫斯科斯巴达，
估价350万欧，
成
交价650万欧。2016年，出售华莱士给拉
齐奥，估价600万欧，成交价800万欧；出
售维利·博利给波尔图，估价275万欧，
成交价650万欧。2017年，租借佩德罗·
内托给拉齐奥，估价250万欧，租借费
750万欧；出售鲁伊·冯特给富勒姆，估
价300万欧，成交价687万欧；出售塞卡
给里尔，估价125万欧，成交价500万欧。
2018年，出售达尼洛给尼斯，估价700万
欧，成交价1000万欧。2018年，出售武克
切维奇给莱万特，
估价750万欧，
成交价
890万欧。2019年，出售卢姆给波尔图，
估价500万欧，成交价750万欧。2019年，
出售佩德罗·内托给拉齐奥，
估价250万
欧，成交价850万欧。
这和之前葡超球队“黑店”的形象
也符合。之前几乎所有交易布拉加都
是稳赚的，而这次出售迭戈·索萨，不
但没有溢价，反而是“贱价”处理给了
深圳佳兆业，让人大为不解。
“迭戈·索
萨合同期还有两年多，加上是球队当
家射手。怎么看都应该是加价卖出，此
前葡萄牙媒体估算的1500万欧元也是
正常价格。而且这官宣的540万欧，布
拉加还拿不完，还要分给当初索萨的
青训培养球队，还有10%是给球员的经
纪人作为佣金。剩下的几乎就拿不到
多少钱。”朱艺表示，
“ 我们可以看到，
几乎所有交易布拉加都是稳赚的，只
有迭戈·索萨这一笔交易，布拉加做出
了极大的、不可思议的牺牲。”

大批布拉加球迷在新闻下评论，对
这个价格表示了不解，认为布拉加竟然
以如此低廉的价格甩卖了一名当打之年
的葡萄牙国脚。还有球迷反映，作为转会
分成，他们还要付给索萨之前的俱乐部
马德拉航海135万欧元。在新闻里面评论
的葡萄牙球迷认为，这笔交易匪夷所思：
一是布拉加几乎等于白送了一个葡萄牙
现役国脚，还是队内的头牌而且这么便
宜的价格；二是为何这么便宜的价格，波
尔图、本菲卡、葡萄牙体育等著名的“黑
店”，以及其他欧洲球队没有出手。三是
一般欧洲俱乐部遇到中国买家，都是见
了冤大头大幅要价，
这次为何大幅降价。
与此同时，朱艺提出，
“ 葡萄牙媒体
和球迷尚不了解中国足球的调节费政
策，540万欧正好是在调节费限额以下，
这也许是促成交易以此价格成交的原
因。但布拉加愿意如此低价贱卖当家射
手的原因仍是个谜。”什么是中国足球的
调节费政策？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翻
阅中国足协发布的条文，发现在2017年5
月，中国足协发布了《关于限制高价引援
的通知》，宣布从2017年夏季转会期开始
将对处于亏损状态的俱乐部征收引援调
节费用。同年6月19日，中国足协官网也
正式发布了《关于2017年夏季注册转会
期收取引援调节费相关工作的实施意
见》，明确了实施细则。该意见规定：中超
引入外籍球员资金支出超过4500万元人
民币/人，就要缴纳等额引援调节费用。
该笔费用纳入中国足球基金会，用于资
助中国足球公益活动，支持青少年足球
人才培养，促进普及足球，推动足球科技
进步及公益性设施建设和服务国家振兴
足球战略和发展规划。
中超联赛日渐金元化，砸上千万甚
至上亿元买大牌球员已成常态。中超球
队如果超过4500万元人民币（约合582万
欧元）引援，那么就需要缴纳转会费的
100%的调节费。这个夏窗，中超球队再次
掀起转会狂潮。光是7月8日，已官宣转会
加盟中超的外援就有阿瑙托维奇、沙拉
维、金信煜，其中，除了韩国外援金信煜
的 转 会 费 为 535 万 欧 元 未 达 到 足 协 的
4500万人民币红线外，其余两名来自欧
洲联赛的外援的转会费均超过了4500万
人民币。阿瑙托维奇的转会费为2500万
欧元、沙拉维的转会费为1800万欧元。这
两人转会费之和为3300万欧元，即购买
三位球员的上海上港、上海绿地申花俱
乐部，合计要向足协缴纳3300万欧元（约
合2.5亿元人民币）的调节费！而迭戈·索
萨这次转会的540万欧元，正好在足协调
节费的红线之下，也就可以不用交100%
的调节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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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雯雯教师资格证(2015511
0412000466),遗失作废
●成都市钜升源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757
4633683K,因经营管理不善,拟
对外转让， 转让后的新产生债
权债务由新法人承担。
●四川兴正源环保材料有限责
任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14216783801
31D）遗失作废
●四川林间花艺咨询有限公司
公章遗失作废
●温江区独栋酒店转让经营
权，四星级装修，位置佳，电话：
18781876999

●
遗失声明
成都锦东不动产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原法人章（鄢宁，编号：510
1008745206）遗失作废成都锦
东不动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
法人章（鄢宁，编号：51010400
16608） 遗失作废成都锦东不
动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40016606）遗失，
声明作废成都锦东不动产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编
号：5101008418750） 遗失，声
明作废成都锦东不动产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 （编
号：5101049916006） 遗失，声
明作废

●四川君合贸易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
10107567165025T）正副本、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0838271
1、 公章编号：5101008382712、
林呈祥法人章编号：510100838
2713遗失作废
●成都洁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750
33073）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中顺成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079947256)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成顺鑫恒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 公章编号510108523014
8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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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艺还表示，此前中超也有这样大
大低于球员身价的转会。
“ 比如当年大
连一方引进马竞双雄卡拉斯科和盖坦。
一方为卡拉斯科缴纳了转会调节费，而
盖坦的转会费则没有超出合理区间，这
意味着盖坦的转会费未达到582万欧
元。”盖坦当年的身价估算应该为1800
万欧元，但是转会费却未达到582万欧
元，这也引发了大家的质疑。中国足协
明确表示，对于存在逃避缴纳引援调节
费的事实和行为，会对该俱乐部给予扣
除联赛积分的处罚。
朱艺表示，中国足协对于卡拉斯科
和盖坦的转会费不是没有怀疑，2018年
3月2日，中国足协公布了《中超、中甲俱
乐部2018年冬季注册转会期内完成转
会手续的球员名单》，当时卡拉斯科和
盖坦的转会被注明为正在审核中。而在
3天后的3月6日，中国足协又在官网上
发布了《补充公示》，显示卡拉斯科、盖
坦均完成转会手续，一方为卡拉斯科缴
纳了转会调节费，而盖坦的转会费则没
有超出合理区间，这意味着盖坦的转会
费未达到582万欧元。
“考虑到一方背后
有大连万达的资本，当时万达正在从马
竞撤资，因此用球员换股权也可以解释
得通。而这一次迭戈·索萨的案子则不
同，目前还不知道这低价出售的原因。”
目前，这桩转会已经根据葡萄牙相关法
律，在葡萄牙证监会（CMVM）备案，也
会同时在国际足联备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也就此事
采访了深圳佳兆业方面，俱乐部媒体官
表示，
“转会费数额个人不太清楚，属于
俱乐部之间的商业机密。”不过佳兆业
方面表示，
“ 我们会以实际转会费向足
协备案，
严格按照足协相关规定执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昨天的行情，
依旧让人昏
昏欲睡。
早盘市场还反弹了一
点，
但下午又跌下来，
指数还一
度翻绿。
尾市只是略有回升，
最
终沪指小涨2.46点，
以2917.76
点报收。
行情低迷，
感觉聊什么话
题，
大家都提不起兴趣。
毕竟，
股市赚钱太难。
不过，
昨天看到
一个新闻，
一家上市公司公布
上半年业绩预告，
净利润暴增
10倍，
而原因正是靠炒股。
很多上市公司在行情好
的时候，
都愿意到股市来投资，
而一旦行情糟糕了，
自然会减
少在股市上的投入。
比如前不久，
股市老手雅
戈尔就宣布
“金盆洗手”
，不再
进行股市投资，回归主业。此
外，
上海莱士也因为在股市
“身
受重伤”
，
5 月份宣布今后不再
炒股，
回归主业。
但也有不少上
市公司对股市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去年底今年初，
苏宁易购、
鲁信创投、洪汇新材、上峰水
泥、
玲珑轮胎等公司，
则先后宣
布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证券投
资，
进军股市。
所以，不少上市
公司也跟股民一样，
股市对他
们来说有着无限的吸引力。
而
不同的公司，
在炒股的水平能
力上，
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前晚，
御银股份发布中期
业绩预告，
预计上半年净利润
为 5000 万元~6000 万元，同比
增长 1019.42%~1243.3%。公司
还表示，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状
况正常，
财务状况良好，
业绩变
动的主要原因是公司获得证券
投资收益所致。
一时间，
御银股份被看成是
上市公司中
“股神”
级别的存在。
那么，
他们的炒股实力究竟如何？
御银股份的公告并不算太
详细。
不过，
从公司此前发布的一
季报，
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御银股份一季报披露，
公
司金融资产的期初投资成本是
4.06 亿元，累计取得的投资收
益约 4668 万元。简单估算，今
年一季度的投资收益大概是
11.5%。
而今年一季度上证指数
的累计涨幅接近24%。
所以，
相比之下，
御银股份
的炒股水平也并不是那么夸
张，
甚至还没有跑赢指数。
把御银股份的炒股案例
当做谈资，
并不是想说他们不

根据国家
有关部门的最
新规定，本手
记不涉及任何
操作建议，入
市风险自担。

“魏学峰的艺术”
昨日预展
昨日，
由成都杜甫草堂博
物馆、四川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主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系列主题活动之《魏学峰的
艺术》大展在成都杜甫草堂诗
书画院美术馆、中国书法馆预
展，正式展览将于今日开始，
并持续到 7 月 25 日。
魏学峰，
四川成都人，
著名
美术史家、
书画鉴赏家，
担任过
四川博物院副院长等职务。
他
以左腕运笔而享誉书坛，
作品
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展并多次获
奖，
曾在成都、厦门、苏州等地
举办个展，
著作有《三星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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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
《艺术
与文化》、
《中国绘画史》等。
魏
学峰说，
杜甫是他最喜欢的诗
人，
他在学生时代就与杜甫结
缘，
第一次获得四川大学优秀
论文是关于杜甫的文章，
工作
以来参与过杜诗的整理工作，
书法作品也常以杜诗入题，
杜
甫沉郁顿挫的诗风影响了他一
生。
据悉，
此次展览共展出魏学
峰书法作品以及题汉代画像
石、魏晋石刻共 77 件，全面展
示了魏学峰的创作历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实习生 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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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司将与你解除劳动关系；请于 ●西华师范大学2016级研究生
成都市金色年代食品有限责任 2019年7月27日前回公司办理 陈晨（411526199404110724）
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510108 相关手续,逾期将按相关规定 就业协议书遗失作废
000162816)经股东会决议,决定
●成都永升高思教育咨询有限
注销公司.请公司的相关债权 处理。
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 ●四川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 公司,财务章编号51010751736
●锦江区高德家用电器经营部 日内到成都市成华区保和乡团 款书编号1270713227遗失作废 22遗失作废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结村二组申报相关债权债务事 ●成都仟印象文化传播有限公 ●成都冬元燕装饰材料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
510104600424011，声明作废 宜.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
●成都花漫里酒店有限公司原 成都市金色年代食品有限责任 用代码9151010100321525000 07MA61W3MCXA，工商注册
公司 B公章5101009420743王洋法人 号510107001111026）营业执
法人温玉梅法人章（编号：510
2019年07月11日 章5101009420746均遗失作废 照正副本及公章遗失作废。
1075353794）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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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正业，
也不是想评价他们的
炒股水平。
看到这个消息，
我的
第一感觉其实是，
虽然行情看
上去很糟糕，
但即便如此，
只要
你操作得当，
依然是能赚钱的，
谁说炒股赚不了钱？
简单说，
从御银股份身上，
我还是看到了 A 股市场的希
望。
有没有希望，
真的是很重要
的事情，
至于能不能赚钱，
真的
就靠自己的水平了。
除了御银股份，
还有一件
事也值得一提。
中国石油，
A股
市场曾经最大的巨无霸，
现在
股价即将创历史新低了。
昨天，
中国石油最低跌到
6.64 元，绝对股价创出历史新
低。
不过，
考虑到这么多年的分
红派现，
如果复权的话，
暂时还
没有创新低。
中国石油真正意义上的
最低点，
应该是 2013 年 6 月 25
日创下的。
也正是那一天，
沪指
创下 1849 点的低点，
这个低点
到现在也没有被触碰过。
如今，
指数还在 2900 点到
3000 点区间震荡，
距离1849 点
很远，
但是中国石油却几乎又
回到了当时的价位。
前不久，
道达号曾经发布过
一篇文章，
回顾A股20年来总市
值排名前十大公司的变迁。
2009
年，
中国石油曾经是A股第一大
市值公司，
到现在虽然排名第
五，
但市值却已经缩水过半。
看
到中国石油的表现，
人们不禁会
感到唏嘘，
这家公司似乎也成为
A股市场最大的苦主之一。
关于中国石油，
另外值得
一提的是，
2007 年公司上市之
初，
股东户数高达 188 万户，
最
高峰时达到 213 万户。但到现
在，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
中国石
油股东户数只剩下53万户。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从散
户和机构的宠儿，
中国石油如
今已经被散户抛弃了。
但从另
外一个角度想，
中国石油的筹
码在不断集中，
又是谁在低位
收集筹码进行抄底？
中国石油
股价接近历史新低，
未来还有
没有重新崛起的可能？
这样的问题，
在达哥看来，
我们这一代老投资者可能是没
有这个想象力了。
或许等多年
以后，
市场新一批投资者加入
进来，
对中国石油赋予了全新
的理念和炒作逻辑，
到时候可
能就是它重新崛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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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江柘环境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0105MA6C9
9YJ4X，公章编号51010551574
75，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5515
7476，王开江法人章编号51010
55157477均遗失，特公告声明
作废
●朱薇薇购建发鹭洲国际商铺
高新区天府二街1033号地下室
栋-1楼2210号购房款票据（票
号00479795，610000元；票号00
415372，594449元；票号004152
71，30000元）遗失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