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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园慧在2016年的热搜次数达到3.2
亿次，远远抛离吴敏霞、朱婷、丁宁等现役
女子运动员。她的粉丝总数超过 800万，
也是其他女将所不能及的。这位最佳成
绩只是奥运会铜牌的“洪荒少女”，靠真情
流露的段子以及率直乐天的个性征服了
广大网民，也是目前广告身价最高的体坛
女将之一，代言费用接近千万元。

除了傅园慧之外，刚刚宣布退役的奥
运会5枚跳水金牌得主吴敏霞也有8675万的
热搜次数，乒乓球大满贯丁宁达到5958万
次，中国女排的朱婷则有6600万次。傅园慧
全年的话题量是9.4亿，丁宁有7.3亿，刘诗雯
达到3.7亿，朱婷为2.7亿。除了傅园慧的粉
丝数量甚至超过了宁泽涛，其余女将的粉丝
数量大多在200万以下。据广州日报

今年 7月，女子网坛名将伊万诺
维奇与前德国足球队队长施魏因施
泰格完婚，昨日，在 2016年行将结束
前却突然宣布了退役决定。

对于告别网坛的原因，伊万
也在致球迷的公开信中给出了

答案——伤病。“要想达到职业

体育中的那些‘高度’，对身体条件要
求极高，但我一直饱受伤病困扰。”

对于伊万诺维奇来说，2016年无
疑是一个糟糕的赛季。一整年中她
只取得了 15场比赛的胜利，世界排
名也跌到了第65位。

她曾获得过法网冠军和 15 个
WTA巡回赛的单打冠军，职业生涯总
战绩为 480胜 225负，三次入围WTA
年终总决赛，并在2008年登上了世界
排名第一的宝座，持续周数达到12周。

伊万诺维奇是被公认的网坛美女，
靓丽的外表和精湛的球技也让她俘获了
一大批粉丝。特朗普就曾表示：“她是我
这辈子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法晚

会争金还要会“吸粉”网络已经成为运动员们的“第二赛场”

谁是中国体坛“社交媒体之王”

上海申花来了头“野兽”
1100万美元，特维斯加盟

�������挂牌时间：2016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6 年 12
月 29日

1.登政出〔2016〕16号（网）宗地位于登封市天
中路与政通路交叉口东南角， 使用权面积为
52722.99平方米（79.09亩），成交价 10004.89万元
（含地下空间），竞得人为郑州中强置业有限公司。

2.登政出〔2016〕20号（网）宗地位于登封市天
中路与玉带路交叉口西北角， 使用权面积为
26535.29平方米（39.80亩），成交价 5333.2万元（含
地下空间），竞得人为登封市盛康置业有限公司。

现特向社会公示。
登封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 12月 30日

登封市国土资源局挂牌出让
结果公示

招标公告
鑫苑城一号院项目位于郑州市长江路南、冯庄东

路东，项目占地面积 25602 .54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55553.85 平方米。现公开招标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业，
投标资格要求如下：一、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具有房产
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叁级（含叁级）以上资质的物业
服务企业。 2、必须通过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审。
3、有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及符合建设部《物
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内容的物业服
务企业不允许参加投标。 二、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
时间：1、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6 年 12 月
30 日 -2017 年 1 月 6 日。 2、招标文件领取地点：郑州市
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与商务东四街交叉口联合中心大厦
711 房间 联系电话：0371-67889677；郑州鑫南置业有
限公司 咨询电话：18638278606

郑州鑫南置业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30 日

招标公告
鑫苑城三号院项目位于郑州市管城区南站路南、

冯庄东路东，项目占地面积 45448.80 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 236966.87 平方米。 现公开招标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
业，投标资格要求如下：一、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具有
房产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贰级（含贰级）以上资质的物
业服务企业。 2、必须通过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
审。 3、有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及符合建设部
《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内容的物
业服务企业不允许参加投标。 二、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
领取时间：1、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6 年 12
月 30 日 -2017 年 1 月 6 日。 2、招标文件领取地点：郑州
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与商务东四街交叉口联合中心大厦
711 房间 联系电话：0371-67889677；郑州鑫南置业有
限公司 咨询电话：18638278606

郑州鑫南置业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30 日

海南西线邦溪·四季春天温泉小
镇·万亩山湖温泉养生度假城邦！ 高速、
高铁便捷交通，医院、商场、会所全配
套、健康城、实景现房 4580 元 /m2 起

海南温泉现房

尊享热线：400-157-0809
（看房团周周发、可按揭、团购更优惠）

起
购购购房房房热热热线线线：：：000333777111���--- 555555666999888999999999

海南养生房
特
价
房最后七套！！ 23.8 万 / 套70年房产 精

装

据新华社电 上海“双雄”之一
的上海绿地申花足球俱乐部 29日正
式宣布，与阿根廷博卡青年足球俱乐
部达成转会协议，卡洛斯·阿尔贝托·
特维斯正式加盟上海申花。双方签
订了为期两年的合同，转会费约为
1100万美元。

特维斯出生于1984年，虽然身高
只有171公分，但是力量、速度和敏锐
度上佳，有“野兽”的称号，被誉为阿根
廷最出色的前锋之一。特维斯职业生
涯起步于阿根廷劲旅博卡青年队，
2003至2005年连续3年收获南美足球
先生称号。2006年德国世界杯后，特
维斯转战欧洲，相继效力于英超西汉
姆联、曼联、曼城，意甲尤文图斯等俱
乐部。2015年，他重回博卡青年队。

葡萄牙球星C罗在2016
年迎来大丰收，除了夺得欧冠、
世俱杯以及欧洲杯三项冠军之
外，还在年末荣膺另外一项殊
荣——全球体坛的社交媒体之
王。C罗在各大主流社交平台
的粉丝数量达到2.38亿人，冠
绝全球男性，仅略逊于美国女
歌手泰勒·斯威夫特的2.46亿
人。尽管在全球粉丝总数上，
中国体育健儿暂时无人能够比
得上C罗，但是，要说网络话题
的参与量以及热搜次数，C罗
恐怕很难与动辄上亿的中国体
坛网红们PK。

2016年最受关注的体育事件自然是里
约奥运会，那么，谁的新闻登上全年体育事
件热搜之冠？高居榜首的是孙杨夺金。

孙杨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达到 3218
万，热搜次数达到6.2亿次。在过去的一个
奥运周期，孙杨在赛场外的表现褒贬不一。
他因为赞助商问题与队伍产生矛盾，为了空
姐女友与教练不和，无牌驾驶酿出车祸，更被
批评思想不成熟像“巨婴”一样脆弱。与此同
时，孙杨是中国体坛为数不多常年积极参加综艺
节目且不影响竞技成绩的优秀运动员，他成为真
人秀节目《真正男子汉》的常驻嘉宾。日前，该节

目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专
题研讨会，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宣
传司评价：这是一档
有意思且有意义的节
目，也是广电总局引导
和调控真人秀节目的样板之一。据说他在节
目中的片酬与杨幂等一线明星持平。每天
的录制报酬达到了200万元。数以亿计的
热搜与话题，不少也是依靠真人秀的高人
气而积攒的。

虽说“一山不能容二虎”，但是中国泳坛在
拥有孙杨这位“粉丝王”的同时，还有宁泽涛这
样的“吸睛小鲜肉”。在2014年喀山游泳世锦
赛上历史性夺得男子100米自由泳冠军之后，
宁泽涛在竞技成绩上没有更高的突破，反而因
为私接广告而险些无缘里约奥运会。后来搭
上了奥运“末班车”，但是在里约未得到任何奖
牌，负面新闻缠身的他无奈地铩羽而归。

宁泽涛的粉丝量达到780万，每一条动
态都引发广泛反响，话题量达到了28.7亿，
热搜次数3.3亿次，与孙杨平分秋色。宁泽
涛最近重新进入大众视野，依然不是因为
成绩，也不是因为他回归国家队，而是上了
新广告并拍了不少帅气的照片。这次宁泽
涛参与的广告与冬奥会有关，还在直播的
预告中相约小伙伴们打雪仗。

特朗普的女神要退役了！

最喜欢“怼”人的新晋
网红——刘国梁

粉丝：124万
话题量：3.2亿
热搜：1亿次

里约奥运会之后才开通个
人社交媒体平台的国乒总教练
刘国梁，曾经创造了两天吸粉50
万的纪录。刘国梁在网络上走
红一不靠成绩，二不靠外形，能
够拥有今天的“江湖地位”——
坐拥 124 万粉丝，被热搜超过 1
亿次，话题量累积 3.2亿，全靠一
个本事——怼。

以脑子好使出名的刘国梁，
加入到亿万网民的行列当然不
是为了“怼”自己的弟子这么简
单，他的本意是研究粉丝经济，
继续推动乒乓球的发展。他从
不重男轻女，怼人的时候，对张
继科、马龙、刘诗雯、丁宁都是同
一待遇。被怼得最狠的就是曾
经在直播时无意中透露了刘国
梁真实身高的男队主力方博。
为了“报复”方博，刘国梁首先秀
出与林志玲的合影，照片中，身
高 1.73 米的林志玲居然还比刘
国梁矮上一截，仿佛事实胜于雄
辩。另外，刘国梁曾回复方博：

“你偶像赵四的今天就是你的明
天，你今天的烦恼就是他曾经的
迷茫……”赵四是谁？

除了“怼人不倦”之外，刘国
梁还深谙吸粉之道。他近日参
加综艺节目与章子怡互动频繁，
还和周杰伦比拼球技。这个“不
懂球的胖子”，现在已经在成为
网红的路上停不下来了。

常驻综艺节目获广电总局点赞——孙杨
粉丝粉丝：：32183218万万 话题量话题量：：1414..66亿亿 热搜热搜：：66..22亿次亿次

“小鲜肉”借冬奥会“回归”——宁泽涛
粉丝：780万 话题量：28.7亿 热搜：3.3亿次

女子众星还看“洪荒少女”——傅园慧
粉丝：801万 话题量：9.4亿 热搜：3.2亿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