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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尔蒂塔以 22 亿美元
天价收购休斯敦火箭后，《福
布斯杂志》盘点了包括火箭在
内，当今全球职业体育联盟史
上售价超过 10 亿美元的 6 支
球队。

1 . 休斯敦火箭(22 亿，NBA)
尽管还需得到 NBA 董事

会的批准，但火箭的售价在全
球已创下新纪录。24 年前莱
斯利·亚历山大花费 8500 万
买下球队，火箭也很快进入巅
峰期，曾在 1994 和 1995 年连
续夺冠。

亚历山大也收获颇丰。若
折合当今物价，他 1993 年掏
出的 8500 万相当于 2017 年的
1 . 44 亿，在他治下火箭的市场
价值增长了 25 倍。

2 . 洛杉矶快船(20 亿，NBA)
在火箭之前，鲍尔默在

2014 年花费 20 亿美元收购快
船，曾是 NBA 球队的成交价
纪录，但这并不意味着 NBA
球队的成交价门槛就此跨过
10 亿大关，毕竟接下来一年，
老鹰的成交价仅为 8 亿美元
左右。在美国没有多少球市能
和洛杉矶相比，直到作为全美
第 4 大城市的休斯敦出现。

3 . 洛杉矶道奇(20 亿，MLB)
2012 年，洛杉矶的另一支

球队道奇以 20 亿美元转手也
曾引起轰动。当时收购的财团
包括了魔术师约翰逊，而他们
还在持续投入。自易主以来，
道奇在 MLB 总薪资排行榜上
从未跌出过前 2 名。

4 . 曼联(14 . 7 亿，英超)
作为全球知名度最高的

体育名片之一，在 2005 年被
马尔科姆·格雷泽收入账下的
曼联，也成为首支售价超过 10
亿美元的职业球队。

5 . 布法罗比尔(14 亿，NFL)
一支坐落在 NFL 规模第

5 小球市，且本世纪以来从未
打入过季后赛的球队，却创下
了 N F L 球队成交价纪录。
2014 年，Pegula 兄弟(Terry 和
Jim)共同出资 14 亿美元收购
比尔。在 2017 赛季开打前，比
尔已连续 17 个赛季无缘季后
赛，刷新 NFL 纪录。

6 . 迈阿密海豚(11 亿，MLB)
2008年罗斯花费11亿美元

收购海豚，曾创下北美职业体
育联盟纪录。但不到4年后，这
一纪录就被打破。 综合

职业体育史上
六大超级收购

排名 球队 价值 收入

1 尼克斯 33 3 . 76

2 湖人 30 3 . 33

3 勇士 26 3 . 05

4 公牛 25 2 . 32

5 凯尔特人 22 2 . 0

6 快船 20 1 . 85

7 篮网 18 2 . 32

8 火箭 16 . 5 2 . 44

9 小牛 14 . 5 1 . 94

10 热火 13 . 5 2 . 10

NBA球队价值排行

单位：亿美元

漫长的两个月等待之后，火
箭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新主人，
那就是休斯敦当地富豪迪尔曼·
费尔蒂塔，他以创纪录的22亿美
元接手火箭队。新老板究竟是何
许人也？火箭的未来又在何方？

火箭成交价创纪录

两个月之前，火箭老板亚
历山大表示希望出售球队。40
多天的等待过后，火箭终于迎
来了自己的新老板休斯敦当地
富豪迪尔曼·费尔蒂塔。后者以
22 亿美元的价格从莱斯利·亚
历山大的手中将火箭接过，这
意味着火箭将进入一个崭新的
时代。

消息爆出后，费尔蒂塔随
即发表声明：“能够被选择成为
火箭下一任的老板，这真的让
我感到很光荣，这让我一辈子
的梦想变为了现实。亚历山大
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板之
一，他有一颗总冠军的心，我非
常感激他能够给我这个机会。”

三年之前，微软巨头史蒂
夫·鲍尔默曾经斥资20亿收购
快艇。在当时，20亿美元价格也
创造了NBA历史上球队易主的
成交金额之最。而现在，迪尔曼
再度刷新了这一纪录。事实上，
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也算是
符合市场行情。但是，从本质上
来看，22亿美元的成交价格并
不能反应火箭队的真实价值，
知名财经类媒体《福布斯》也表
示，蒂尔曼此次豪掷 22 亿美金
接手火箭，是一次高风险的溢
价收购。

不得不说，NBA球队的价
值在最近几年内水涨船高，有
不少人都认为这是新转播合同
到来的影响。但是，在即将到来
的新赛季之中，NBA已经调整
了工资帽，其上涨趋势并没有
达到人们的预期，各支球队的
投入会在未来的几年内重新趋
于理性。不过，球队的交易价格
还依旧水涨船高，这样的现象
并不能算正常。

按理说，在球队投入水平
开始下降、重归理性之后。球队
的价值也应该有所降温，如果
说快艇和火箭两队的成交额频
繁刷新纪录还有情可原的话。
篮网队的成交价格目前也被
炒到了 1 8 亿上下，一旦普罗
霍洛夫真的以这样的价格将
球队脱手，这就足以见得现在
的 NBA 球队市值究竟有多么
大的水分。

一直以来，NBA 球队市场
价值最大的时刻都是在他们拿
到总冠军之后。除此之外，如果
球队之中拥有明星，或是拥有
光辉未来的时候，这支球队的
整体市值也会提升不少。当年
的快艇和如今的火箭就是如
此，虽说他们并不是总冠军，但
这两支球队却有着异常光明的
未来。可是，篮网队并不符合这
样的条件，但他们的预估成交
价也能达到18亿美元上下。

如果大趋势一直不改变的
话，无疑会有更多的球队老板
愿意出售自己的球队。从上个
赛季结束至今，亚历山大、普罗
霍洛夫都已经明确表态愿意出
售自己的球队。而在近日，甚至
又传出了骑士队老板吉尔伯特
也希望出售球队的消息。当大
家都萌生了出售球队念头的
时候，就证明了现如今 N B A
球队估值的泡沫化究竟有多
么严重。

溢价归溢价，火箭球迷真
正关心的不是球队价值的多
少，而是费尔蒂塔究竟是个什
么样的人？他的到来又会对火
箭的未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是否忍痛买火箭

费尔蒂塔说买下火箭是自
己一生的梦想一点没错，早在
1993年，也就是火箭上一次出售
的时候，费尔蒂塔就是买家之
一。当时的他和亚历山大竞价盲
拍火箭，出价8100万美元的费尔
蒂塔最终被更敢于豪赌的亚历
山大捷足先登，以8500美元的价
格抢走了火箭。所以，他买下火
箭的计划，足足推迟了24年。

24年的经济发展和通货膨
胀，让火箭的市值一路飙升，22
亿美元的出售价格刷新了NBA
球队的出售纪录，此前的纪录是
鲍尔默2014年买下快艇时创下
的20亿美元。也就是说，费尔蒂
塔现在买下火箭的价格，是当年

的16倍。
别看费尔蒂塔拥有的商业

版图巨大，实际上他做出一口吞
下火箭的决定一点都不轻松，金
融机构给出的费尔蒂塔身价的
估值是31亿美元，这就意味着，
将火箭纳入名下，足足用掉了费
尔蒂塔71%的身家，这同样是一
项新的纪录。要知道，2014年鲍
尔默买下快艇时的20亿美元，仅
仅是他身家的9%。以前火箭球
迷常开玩笑说亚历山大是NBA
最“抠”的老板，现在看来，这个
玩笑可以继续开下去了。

虽然22亿美元的价格已经
创造了NBA的新纪录，但是在知
名专栏作家比尔·西蒙斯看来，
亚历山大的这笔买卖还是做亏
了。“NBA最好的七支球队，都至

少应该卖25亿美元，费尔蒂塔完
成了一次标准的‘抢劫’。”西蒙
斯写到。话虽如此，但在此前曝
光的火箭潜在老板中，奥拉朱
旺、穆大叔，甚至是流行天后碧
昂斯，都远没有到有能力一口吞
下火箭的程度，组建财团是他们
买下火箭的第一步。

实际上，火箭转手的进程已
经算相当快的了，在之前NBA球
队的转手案例中，老鹰队足足用
了7个月才找到新老板，雄鹿也
用了5个月时间，最快的快艇用
了6周，但如果不是因为当时的
录音门，这支球队转手本也不用
这么匆忙。满打满算，火箭转手
也不过只用了不到50天的时间，
在NBA的历史上，这肯定也算是
快的了。

火箭新老板
到底何许人

新老板何许人也

现年60岁的费尔蒂塔是休
斯敦本地人，作为餐饮业的巨
头，费尔蒂塔拥有著名的酒店
餐饮品牌Landry's，他名下的餐
厅超过500家，遍布全美。费尔蒂
塔是金块赌场的所有者，还是
休斯敦大学董事会主席。

费尔蒂塔在休斯敦大学的
同事曾这样描述他：“在我认识
的管理层人士中，迪尔曼是最
聪明，为人也最棒的那一个，在
我们学校，他是完美的主席，他

给我们带来了许多能量和希
望。迪尔曼总能从很高的视角
来看待问题，我们学校能够有
现在的发展，离不开他的努力，
我相信他会把同样的智慧和领
导力带到他所涉及的任何领
域，当然，包括休斯敦火箭。”

成为火箭的老板不是费尔
蒂塔人生中第一次涉足体育领
域，休斯敦德州人队加入NFL(美
国橄榄球联盟)时，费尔蒂塔就
是球队的投资人之一，但是因为
NFL后来出台规定，不允许球队
老板涉足博彩领域，费尔蒂塔在

2008年被迫出售了自己在休斯敦
德州人队的股份。不过不用担
心，NBA现在还未有类似的规
定，所以费尔蒂塔暂时不用担心
当火箭老板的计划会泡汤。

值得一提的是，费尔蒂塔
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交达
人，在推特上，他足足有50万的
粉丝，发布的推特也超过了1300
条。可以预见的是，一旦他正式
成为火箭的老板，费尔蒂塔的
粉丝数将会直线攀升。看来火
箭球迷今后有什么诉求，是可
以在推特上圈中费尔蒂塔了。

火箭未来会如何

先说球队管理层。在亚历山
大时代，掌管火箭管理层的三个
人是 CEO 泰德·布朗，总经理达
雷尔·莫雷和主教练迈克·丹特
尼。在亚历山大宣布出售球队
前，莫雷和丹特尼都已经拥有了
多年的合同。费尔蒂塔换掉莫雷
和丹特尼的可能性并不大，毕竟
在莫雷的管理之下，火箭近年来
已经是全联盟最成功的球队之
一，他个人在业内的口碑，也非
常棒。在亚历山大当老板的24年
时间里，火箭有着NBA第五的胜
率，这其中就有莫雷的功劳。丹
特尼刚刚带球队打出了近年来
最出色的赛季，他离队的可能性
也几乎为零。

不过，CEO泰德·布朗就不
好说了。2006年就帮助火箭运营
商务的他，在工作成绩成绩上不
可谓不出色，火箭10年来的收入
一直排在NBA的前五位。但是，
掌管大型餐饮企业的费尔蒂塔，
手下有大把商务运营方面的高
手，再加上买下火箭花去了他如
此多的身家，年纪不大的费尔蒂
塔很可能自己兼任火箭的CEO。

在篮球层面，这个问题其实
就是“费尔蒂塔将参与球队决策
到何种程度？”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费尔蒂
塔会不会像亚历山大一样事事
过问，但从他之前的经历来看，
费尔蒂塔相比亚历山大可谓是
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休斯敦大学
任主席期间，费尔蒂塔几乎参与

了学校体育事务的所有决策工
作，从参赛名额的竞价，到球员、
教练员的选择，费尔蒂塔都亲力
亲为。

毕竟，买下火箭花了他这么
多钱，至少在入手火箭的前几
年，费尔蒂塔会对火箭的每一个
决策非常敏感。好在，亚历山大
已经帮费尔蒂塔铺好了路，这支
球队的未来无疑是光明的。

不仅如此，老板现在正在球
员招募的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亚历山大近年来就频
繁地参与到火箭招募球星的计
划中，在商业领域口碑颇高的费
尔蒂塔，想必也会帮到火箭招募
球星。卡梅洛·安东尼，会因为他
的到来更加坚定加盟火箭的想
法吗？ 腾讯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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