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恒大淘宝队市值超曼联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 显示， 恒大淘宝

在8日以55元每股的价格成交36000股， 这是该股去年11月登
陆新三板后第一笔成交。 按恒大淘宝的总股本39673.4万股计
算， 恒大淘宝的市值达到218亿元人民币， 超过了在纽交所
上市的英格兰豪门曼联（约合人民币153亿元）。

【趣评】投资市场经常会出现一种“瞬间市值”，正如同
中国足球出现的“暴富”现象。其在市场上的意义和投资学上
的价值并不具备太多的说服力。未来，中国足球也好，恒大淘
宝也罢，若能形成连续的“竞价交易”，才有真正的意义！

库里成三分球历史第一人
勇士队在8日的NBA常规赛中连创两项纪录： 卫冕冠军

以119比113击退魔术队， 创下主场45连胜的联盟新纪录；同
时， 当家球星库里将个人本赛季投入的三分球数提升为301
个，在这项数据上成为进入“300个大关”的历史第一人。

【趣评】打开NBA单赛季三分命中榜，不说明的话，你
还以为是库里的个人秀，单赛季前3全是他的，第四的雷阿
伦单赛季命中269球。笔者只想说，“库里啊库里，您慢点破，
别给自己压力。”

WCBA北京女篮夺冠
在8日晚进行的WCBA总决赛第4场比赛中，北京女篮

主场85比63战胜新疆女篮，大比分3比1战胜对手，夺得本
赛季的总冠军，这也是北京女篮队史第2个总冠军。北京队
邵婷获得本届总决赛的MVP荣誉。

【趣评】在三八“女神节”这个特别的日子，恭喜北京女
篮。而此时，北京男篮的队员们，是否内心也有一丝感触呢？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30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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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蔡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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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自上世纪90年代初省体育局砍掉足
篮排项目后，经过20多年的等待，我省终
于又有了自己的省级篮球队。

“勇胜男篮的注册地在长沙，比赛主
场以及训练基地都将设在长沙， 所以这
绝对是土生土长的湖南篮球队”，勇胜男
篮董事长李胜告诉记者，“勇胜队将秉承
为湖南培养篮球人才， 丰富湖南人民体
育文化生活的宗旨， 志在成为一家百年
俱乐部。 我们今年的目标是进入NBL前
8，未来3到5年力争冲进CBA。”

省体育局局长李舜表示：“勇胜队
将代表湖南参加全运会，省体育局会从
各方面支持球队， 帮助球队取得好成
绩，也希望球队能在球场上打出湖南人
的风采。”

打过CBA的不少，
邓愈鑫是湘籍球员

勇胜队主教练是原CBA佛山龙狮队
教练吕德来， 其球员时期曾效力前卫男
篮、空军男篮，经验丰富。球员主要来自
CBA联赛的浙江稠州银行、八一男篮、佛
山龙狮等球队，个别球员还在洽谈中。

勇胜队以年轻球员为主， 大部分都

是90后，其中不乏勒济铭、邓愈鑫这样的
实力新锐。 勒济铭在佛山龙狮队效力多
年，曾入选2011年CBA全明星星锐队。此
前效力浙江稠州银行的邓愈鑫， 是目前
球队唯一的湘籍球员， 刚刚打完今年的
CBA，亮眼表现不少。

吕德来告诉记者，“球队会走‘小快
灵’ 的风格， 既符合湖南本土的人才条
件，也是当下技战术的一种趋势。”

3月9日展开集训，
主场可能放在宁乡

虽然勇胜队筹备时间只有3个多月，
队伍也刚刚组建成，但已正常运转。

3月9日， 勇胜男篮将奔赴四川温江
进行为期20多天的集训， 回到湖南后可
能会进行几场热身赛。

勇胜队的主场计划是放在贺龙体育
馆，但因为贺龙体育馆还未完全收回，今
年可能会暂时选择其他场地。 省篮协一
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经过多方考虑
后，今年可能会放在宁乡。因为宁乡的场
馆花费要少一些， 而且电视转播条件比
较好。去年，中国男篮曾在那里打过一场
热身赛。”

作为CBA的次级联盟， 今年NBL联
赛将在5月底开打，共有14支队伍参加。

� � � � 3月8日，我省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支本土职业篮球队：湖南勇胜男子篮球队在省体育局正式亮相。
5月底，勇胜队将参加今年的NBL（中国男子篮球甲级联赛）———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 � � � 3月7日晚，湖南勇胜男篮在省人民体育场篮球场进行训练。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摄

218亿

勇胜：3到5年冲进C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