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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6 日，张帅
（左）/斯托瑟在比赛
中庆祝得分。

当日，在 2021
美国网球公开赛女
双第三轮比赛中，十
四号种子张帅（中
国）/斯托瑟（澳大利
亚）以2∶0战胜三号
种子日本组合青山
修子/柴原瑛菜，晋
级八强。在随后的
1/4决赛中，张帅/斯
托瑟将遭遇十号种
子 多 勒 海 德/桑 德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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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
团夺得 38 金 32 银 18 铜，金牌数追
平 2012 年伦敦奥运会时取得的境
外参赛最好成绩。体育健儿发扬使
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克服疫情
不利影响，奋发有为积极备战，训练
场流下的汗水终得回报。与此同
时，国家体育总局和单项体育协会
秉持开放态度，拓展选材渠道，也为
中国体育代表团争创奥运佳绩起到
助推作用。

东京奥运会中国射击队总共获
得 11枚奖牌，创下队伍奥运参赛史
上的奖牌数纪录。2000年出生的杨
倩在女子 10 米气步枪比赛中为中
国体育代表团射落本届奥运会首金
后，又与杨皓然拿到 10米气步枪混
合团体金牌。

杨倩在 2016 年被清华大学射
击队选中，进入清华附中马约翰体
育特长班，开始了边读书边训练的
生活。2018年，杨倩进入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仍然保持“学习+训
练”的日常模式，之后入选国家队。

在奥运会推迟的情况下，中国射
击队选拔赛的操作模式与以往有些
不同，虽然没有取消以往大赛的积
分，但加大了选拔赛积分的比重。凭
借四站选拔赛全部夺冠的成绩，杨倩
叩开了奥运大门，并一举摘得两金。

对于奥运新增项目，国家体育总
局采取超常规举措，以期在这些项目
上形成竞赛优势。里约奥运会前夕，
国际奥委会全会表决通过，攀岩、冲
浪、滑板等五个大项进入东京奥运
会。一年后，国家体育总局宣布，面
向国内外选拔数百名优秀人才进入攀岩、冲浪、滑板、小轮车国
家集训队，备战东京奥运会。

根据《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攀岩、冲浪、滑板、小轮
车四个奥运项目跨界跨项选材工作的通知》，重点面向武术、
杂技、技巧、蹦床、体操等项目人群，通过跨界跨项选材方式
选拔一批竞技体育人才，转项从事攀岩、冲浪、滑板、小轮车
四个运动项目，组成国家队和国家集训队。

保障条件方面，北京体育大学为入选国家队的选手提供
不同层次的文化教育保障，解决其后顾之忧。选手可以进入
奥林匹克运动学校和中国极限运动学院学习，享受国家队现
役运动员相关待遇，并根据竞技水平和运动成绩，领取比赛
奖金；运动员退役后，可以选择继续留在北京体育大学深造，
或到相关单位、俱乐部执教。

16岁的曾文蕙就是滑板跨项选材的例证。她从 6岁开
始学习武术，拥有出色的身体协调性和柔韧性，2017年底通
过跨项选材入选中国滑板集训队。练习武术的经历让曾文
蕙时刻需要对自己的动作有清晰思路，这帮助她很快适应了
滑板项目，最终她在奥运会女子街式比赛中排名第六。

在东京，中国三人女篮摘得铜牌。三人男篮的成绩虽然
没有女篮亮眼，但在三人篮球的奥运首秀中登场亮相，他们
同样在中国篮球历史上书写下自己的篇章。

依靠“草根赛事”组建国家队，也是三人篮球进入东京奥
运会后，中国篮协大力推行的举措。8439支队伍、32380人次
参赛、约 10000 场比赛——这是 2017-2018 赛季“我要上奥
运”全国三人篮球擂台赛的成绩单。作为一项参赛“门槛”非
常低的草根赛事，“我要上奥运”全国三人篮球擂台赛与中国
国家三人篮球集训队的组建实现挂钩，这也使得民间高手真
正有了身披国家队战袍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

奥运荣誉已成过往，新的征程已经开启。随着体教融合
日益深入，人才选拔不断丰富，社会力量培养运动员的模式
逐步推广，这些都将为夯实中国体育的根基提供强有力的保
证。 （据新华社北京电）

职业联赛如何变得更“职业”
——“中国足球走基层”调研

新华社记者 肖世尧 许基仁 公 兵

2021南昌马拉松开启报名

从1994年开启职业化改革至今，中
国职业足球联赛始终在面对“不够职
业”的拷问。新华社记者近日围绕联赛
热点问题进行了调研采访，探究中国职
业足球联赛到底路在何方。

“股东借债”现象缘何而起？
2020年底，中国足协一纸通知，“俱

乐部名称非企业化”改革拉开帷幕。俱
乐部名称易改，难以改掉的是“企业联
赛”的实质。

多名足球界人士表示，很多企业投
资俱乐部除了期望广告效应外，同时也
是为了从当地政府获得“对价回报”（如
商业和土地政策扶持、税收减免等）。一
旦母公司无法获得预期回报或经营不
善，连年亏损的俱乐部就将成为牺牲品。

过于依赖母公司注资，使得职业联
赛出现了“股东借债”的现象——即母
公司每年以借款形式将资金注入俱乐
部，与俱乐部形成债务关系。据了解，
各级联赛有多家俱乐部都以此模式运
营，一旦母公司无法继续注资，俱乐部
多则背负数十亿债务，难以引入新股
东。业内人士表示，这是极不健康的运
营模式。

股东借债的形成有其特殊原因。多
位俱乐部人士介绍，俱乐部是独立的有
限责任公司，俱乐部资金来源大部分为
母公司税后利润，俱乐部使用资金（如薪
酬发放等）时还需纳税，实际上形成重复
纳税，以借债形式注资可减少纳税。

中国足协权威人士认为，股东债务
已成为未来推进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
革的一大阻碍。“股东债务实际是俱乐
部经营亏损，不可能让新股东进来承
担。这涉及资产如何评估的问题，如果
一刀切下去企业肯定会有反应，但不切
这一刀改革就难以推进。”

原河南建业俱乐部是少数未采取
股东借债模式的俱乐部之一。俱乐部
董事长代纪玲介绍，由于俱乐部遗留债
务问题较少，同时建业集团愿意零作价
转让股权并承诺承担历史债务，使得俱
乐部能够在今年初顺利引入郑州和洛
阳国企注资，率先实现股权多元化，保
障俱乐部稳定健康发展。

欠薪问题因何难解？
欠薪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足球发

展的痼疾，也是中国足球“不职业”的具
体体现。

为打击欠薪行为，中国足协出台了
严厉的“工资奖金确认表”制度。如果俱
乐部不能如期提交所有球员、教练员、工
作人员签字的“工资奖金确认表”，俱乐
部将被取消联赛准入资格，但实施效果
还是打了折扣。有些俱乐部先劝说球员
签字确认“已领取全额工资”，等准入完
成后再来解决球员欠薪问题。

为何会有球员在欠薪的情况下选
择“领款”签字？究其根本，是因为球员
讨薪的司法救济途径不畅，一旦俱乐部
因无法完成准入而解散，球员们损失会
更大。

体育法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
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
仲裁。”

代理过多起欠薪官司的京师律师
事务所刘正航律师介绍，在实际操作中
如果俱乐部解散，不具备法律强制执行
效力的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无法做出
有效处罚。球员只能通过劳动仲裁或
法院起诉讨薪，但大部分情况下劳动仲
裁机构和法院都以“体育法规定由体育
仲裁机构调解”为由不予审理。在此情
景下，球员欠薪案件往往会陷入“三不
管”的境地。

刘正航建议借鉴国际体育仲裁法
庭运行机制，尽快成立具有法律强制执
行效力的中国体育仲裁法庭。

炜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周明则建
议，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或
颁布司法解释，为劳动仲裁机构和人民
法院依法处理球员、教练员等欠薪、培
训案件提供相应指导依据。不过关于
球员、教练员等注册、转会等身份问题
属于体育行业自治范畴，司法机关不宜
介入。

财务平衡如何实现？
俱乐部过于依赖母公司输血、债台

高筑的背后，折射了职业联赛收支的严
重不平衡。据统计，2018 赛季，中超俱
乐部的平均支出超过11亿元人民币，但
平均收入不足7亿元，年平均亏损超4亿
元。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曾表示，要用
3到 5年实现财务平衡。“只有做到财务
平衡，或者将来有盈利了，才会吸引更
多投资人参与进来。”

2020年底，中国足协颁布了新的限
薪、限投政策，中超俱乐部每年支出不
能超过 6亿元，国内球员年薪不能超过
税前500万元。节流是中国足协为推动
俱乐部财务平衡迈出的第一步。多位
俱乐部投资人对此表示欢迎，认为限薪
限投令有效抑制泡沫，缓解了投资人面
临的资金压力。

专家建议，在限薪限投令外，更应
出台帮助俱乐部降低支出的可持续性
政策，而这离不开地方政府对足球事业
的扶持。东部某省体育局局长表示，有
很多地方政府认为投资俱乐部是市场
行为，对政府投入、介入足球不理解。

今年初，关于职业足球的“公益属
性”一度引发争论。多名足球界人士认
为，职业足球和职业联赛有商业属性，
但同时也是公共产品，具有公益属性。
职业俱乐部更是城市名片，因此不能将
职业足球简单理解为市场行为。“如果
只是普通公司倒闭，为什么职业俱乐部
解散会产生这么大的社会反响？”

即使在高度市场化的欧洲足球联
赛，实现盈利的俱乐部也只是少数，政
府给予俱乐部资源支持较为常见。西
班牙、意大利等国曾为足球制定税收优
惠政策。据统计，欧足联54个成员国或
地区的 673 家顶级联赛俱乐部中，有
57%的青训基地产权来源于政府，供俱

乐部免费或优惠使用。2018 年世界杯
冠亚军法国和克罗地亚的顶级联赛俱
乐部青训资金来源中，分别有 10%到
33%来自政府投入。

在中国的职业联赛中，多数俱乐部
没有属于自己的训练基地。“我们没有
基地，青训队伍甚至一线队都在到处流
浪。俱乐部即使有钱也很难单凭自己
的力量拿地建基地，这都需要政府的支
持。”某老牌中超俱乐部董事长表示。

据介绍，地方政府可通过以下途径
为俱乐部提供扶持，推动俱乐部可持续
发展：制定针对性的减税政策和成绩奖
励政策；免费或优惠提供场馆和训练基
地；安保费由政府购买服务解决，减轻
俱乐部负担；提供青训资源支持，解决
球员入学学籍问题；出台有针对性的工
会经费提缴政策等。

造血能力如何提升？
资深俱乐部管理人士郑明博士表

示，职业俱乐部的收入来源主要为“三
费两票”，即（电视和新媒体）版权费、广
告费、转会费、门票和彩票。提升俱乐
部商业开发能力需要时间，转会费受限
薪令影响，门票收入在疫情下基本为
零，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的就是版
权费和彩票。

在版权费方面，欧洲职业俱乐部的
版权收益约占俱乐部总收入的 50%左
右，而中超俱乐部2019年疫情前的版权
收益不足收入的10%。由于受版权购买
者资金困难的影响，中超联赛2021赛季
版权收入在 3亿元左右，处于近年来的
最低点。如何提升联赛观赏性、增加版
权收入，是中国职业俱乐部联合会（职
业联盟）成立后的一大课题。

此外，“足改方案”中提出要“积极
研究推进发行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为
竞猜对象的足球彩票”，同样受到足球
界各方的关注。

上海申花俱乐部董事长吴晓晖说：
“欧洲足球联赛版权为什么能卖出好价
格，球场观众为什么那么多？我始终认
为跟足彩分不开，足彩提高了联赛的版
权价值、球场广告收入、门票收入等，是
一个连锁反应。”他表示，如果足彩收入
能拿出几个百分点分给足球行业，则俱
乐部不仅会收支平衡，甚至会有盈利，
这将降低俱乐部因资金困难解散或退
出的概率。

彩票在日本 J联赛的发展史上占据
重要位置。2001年，日本开通专门竞猜
国内联赛的足球彩票“TOTO”，彩票销
售额约 11%返还体育团体，为俱乐部发
展奠定了财政基础。彩票发行也使得 J
联赛在 2001年的上座率提升了 51%，极
大地推动了日本足球联赛的职业化进
程。2013年，日本又推出带有乐透性质
的足球彩票“BIG”，成为日本最畅销的
公营彩票。

中国足球界权威人士表示，应保证
一定额度的公益金返还给职业联赛，才
能更好调动各方积极性。多位足球界
人士都持同样的看法。

中国足球曾深受“假赌黑”的荼毒，
发行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为竞猜对象
的足球彩票关系重大，有关部门应做好
风险研究，确保彩票发行工作健康、可
控，同时惠及足球事业发展。

此外，母公司注入优质资产，也是
不少受访者提到的改善俱乐部经营状
况的有效手段。中甲联赛成都蓉城俱
乐部母公司为成都市属国有企业兴城
集团，据俱乐部常务副总经理姚夏介
绍，在集团协调下，俱乐部入股了兴城
集团旗下如砂石开采、二手车拆检等优
质资产和项目，将每年获得的分红作为
俱乐部收益。此外，兴城集团还积极推
动蓉城俱乐部参与足球公园、运动康养
中心建设等体育产业的开发项目，为俱
乐部提升造血能力提供助力。

“这一方案在俱乐部成立之初就设
计好了。俱乐部不能每年都全部依靠
母公司注资，优质资产的收益能够保证
俱乐部的基本运营经费，实现可持续发
展。”中国足协执委、成都足协主席辜建
明说。

何时能实现俱乐部财务平衡？职
业联盟筹备组内部人士测算，随着各项
成本控制政策的生效和职业联盟成立
后市场开发能力提升，各俱乐部将在
2027 年左右实现财务收支平衡。如果
足彩顺利发行并保证一定比例的公益
金返还俱乐部，这一目标有望在2024年
实现。

职业联盟还缺什么？
成立职业联盟被认为是推动联赛

市场化进程的关键一步。“足改方案”中
明确设立的职业联盟迟迟未能成立，一
直受到舆论的质疑。建业集团董事长
胡葆森表示，这一变数对很多投资人的
信心造成了影响。

“职业联盟目前还是筹备组的形
式，听命于足协，也没有存在感。这种
情况下很难把市场的资源和价值发挥
出来。职业联盟应该能真正地管理联
赛，中国足协才能把精力放到国家队、
青训和社会足球上去。”一位职业俱乐
部投资人如此说。

“如果只是管联赛竞技方面的话，
不需要职业联盟，只需要一个中国足协
的执行局。联盟成立标志着国家给它
市场化的一个地位，也是给所有的投资
者和潜在投资者的一个定心丸。”

市场化运营的职业联盟能否顺利
运转也有待实践检验。一名地方体育
局、地方足协负责人表示，职业联盟与
地方政府、地方足协的关系还需进一步
厘清。某中乙俱乐部董事长认为，未来
的职业联盟作为社团法人，在协调政府
资源等方面能力较弱，跟地方政府打交
道可能会出现问题，尤其是在相对不受
重视的低级别联赛中，这需要有完善的
制度设计。 （据新华社北京电 参与
记者：张悦姗、董意行、蔡拥军、张逸飞、
刘金辉、陈地、岳冉冉、王浩明、汪涌、朱
翃、张泽伟、王恒志、吴书光、姚友明、郭
强）

9月7日，在第十四届全运会跳水项目男子团体双人3米
跳板比赛中，广东队选手吴鲁贤/胡宇康（右）获得第一名。

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摄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
9月7日记者获悉，2021南昌
马拉松将于 9月 8日 10时开
启报名通道，9月 15日 18时
报名截止。跑友可通过赛
事官方网站或官方微信参
与报名和查询相关信息。

据悉，本届赛事定于 11
月 6 日 7 时 30 分鸣枪起跑，
分为马拉松、半程马拉松、

迷你欢乐跑（约5公里）和家
庭跑（约5公里）四个组别。

在线路安排上，马拉松
起点为八一大道，随后经阳明
路跑上八一大桥，到达红谷滩
区后，沿赣江大道跑至南昌绿
地国际博览中心后折返，再经
九龙大道、北龙蟠街进入赣江
南大道，最后抵达终点南昌国
际体育中心4号门。

刘国梁成为国际乒联执行副主席候选人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7 日

电 国际乒联提名委员会在
对国际乒联执行委员会候
选人进行审查后，于 7 日向
成 员 协 会 公 布 候 选 人 名
单。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
成为国际乒联执行副主席
的候选人之一。

11月24日，国际乒联成
员将在美国休斯敦举行的
国际乒联年度代表大会上
投票。候选人名单中，瑞典
人佩特拉·索林成为国际乒

联主席职位的唯一候选人。
刘国梁表示，希望自己

能够进一步熟悉和研究国
际乒联的平台体系，了解各
个成员协会的现状，以便更
深层次地从整个世界乒坛
发展的角度思考乒乓球的
未来。他还表示未来将用
更多的精力关注WTT的发
展和推进，将中国乒乓球的
成功经验在世界范围内推
广，让乒乓球在全球各大洲
多点开花、协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