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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外援和 23 岁以下球员出场新
政后，中国足协再推“大招”。日
前，足协发布 18 项措施，规范俱乐
部的运营和管理。

经历近几年的巨资引援热潮以及
联赛价值的水涨船高，中国足球职业联
赛正进入改革深水区。此番出台的政策
组合拳，可谓对联赛乱象动了真格。

距离新赛季中超联赛开战只剩一
个多月的时间，诸多政策将给联赛和
中国足球带来怎样的影响，人们拭目
以待。

青训，必须重视了

1 月 22 日，新一期 22 岁以下国
足集训名单出炉。由于联赛新政的关
系，这份名单格外引人关注。

根据规定，下赛季中超、中甲联
赛中，上场运动员名单应列入至少2
名23岁以下国内球员，其中1名应为
首发球员。同时，根据俱乐部实际情
况，逐渐将政策调整为 21 岁以下或
22岁以下国内球员。

此项新政，让各俱乐部的年轻球
员走到聚光灯下。在 U22 国足集训
名单中，广州恒大和山东鲁能两支青
训大户以及中甲的武汉卓尔各有4名
球员入围，河南建业、江苏苏宁、上
海申花、辽宁宏运、天津权健、河北
华夏幸福等球队也有球员入选。不久
后的联赛中，这些球员有望成为受益
者，得到可观的出场机会。

年轻球员上场“硬指标”要求推
出以来，一直争议不断。有球迷担心
联赛精彩程度会下降，有球队缺少小
将难为无米之炊，有业内人士预计球
员身价暴涨……事实上，强制年轻球
员出场是不得已而为之。

“近期国家队、地方队、俱乐部
队中，我们自己的主力球员，或者表
现突出的队员很少。”中国足协联赛

部主任马成全说，这对组建国家队，
国青、国少队带来“无人可用”的情
况，影响了国家队的水平，所以考虑
增加中国球员的上场机会，给他们更
多平台，增加锻炼机会。

除了强制性的出场，足协也对各支
俱乐部的梯队建设和青训体系提出了
要求。中超俱乐部应至少具备 U19、
U17、U15三级梯队。俱乐部的青少年
梯队必须在俱乐部注册，并代表俱乐部
参加中国足协、地方足协、职业联赛组
织等主办的比赛；职业俱乐部每年在青
训上的支出不少于全年支出的15%；落
实转会过程中的联合补偿机制。

有业内人士称，过去有不少中
超、中甲球队为了梯队建设达标，从
注册所在地体育部门序列的梯队、专
业训练队，甚至社会组织培训的“非
正规军”临时请来“挂靠”，其成员
质量低下可想而知。此番足协对青训
梯级、注册标准、支出比重、教练资
质、补偿机制等都提出了明确要求，

“逼迫”此前漠视青训的球队踏踏实
实地培养人才。

外援，可以瘦身了

根据新政，中超联赛上场外援调整
为累计3人次，但本赛季注册、报名的
规则和数量不变。这意味着，各支球队
仍可维持 4+1（4 名外援+1 名亚洲外

援），但上场人数只有3人。而针对俱乐
部的超高引援投入，足协称将研究实施
按比例收取足球发展基金用于青训。

2016 赛季，中超在外援、外教
方面的投入超过 34 亿元。今年的联
赛备战期，各支球队的金元大战愈演
愈烈，奥斯卡、特维斯等世界级球星
先后签约中超球队，本土球员的转会
费也逼近亿元大关。目前，外援几乎
把持了各支球队从后场到前场的轴
线，年轻本土球员机会寥寥。

在国家队，锋无力的难题已持续
数年。此前，国足遭遇了552分钟的进
球荒，而打破这一尴尬局面的，是联赛
0 出场、首次入选国家队的“95 后”小
将王靖斌。中国足球并不缺少潜力之
星，而是缺少年轻人成长的空间。

通过缩减外援上场人数，各支球
队的外援正在进行调整。而据报道，
不少在谈的签约也被迫终止。有观点
认为，外援新政的出台过于仓促。

对此，马成全解释说，这项政策
并非突然想到，然后就颁布。其实早
在前年就已对调整外援上场人数向各
俱乐部通气，2016 年也征求了俱乐
部意见。“这项政策调整，是从前年
足改整体方案公布后，逐渐落实的。”

马成全认为，减少外援上场人
数，对于比赛可能有一定影响，但并
不会减少一个人就会使比赛质量下
降。而且各个俱乐部也不会把核心外
援减掉，只是会减掉边缘或不起重要

作用的外援。

管理，应该职业了

除了外界关注的球员登场限制
外，这份清单中还包括了不少针对球
队痼疾的“猛药”。

比如，足协要求俱乐部应落实统
一的财务账户，对于连续3年超过亏
损标准的俱乐部不予准入。据报道，
2016 赛季各支俱乐部总收入约 72.3
亿元，总支出则高达82.9亿元，缺口
有10.6亿元。此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球队盲目“烧钱”。

针对球员薪酬，足协要求根据联
赛和俱乐部收入状况，合理确定职业
俱乐部每年用于支付球员薪酬的资金
比例。对超出规定者予以政策调节。对
于存在欠薪的职业俱乐部，严肃处理
直至取消注册资格。这意味着，一直存
在的球员欠薪问题将有人管、管到底。

2014 年，由刘健转会引发的“阴
阳合同”事件，揭开了部分俱乐部违规
操作球员合同的潜规则；2016 年，某
国脚转会过程中的天价签字费传言，
折射出联赛中存在的非职业行为。对
此，足协提出，打击职业俱乐部支付签
字费、签订阴阳合同等违规违法的行
为。对于扰乱正常转会秩序、签订阴阳
合同的俱乐部、球员、球员代理人进行
严肃处理，直至取消注册资格、终身禁
止从事足球活动。

促青训 减外援 限“金元”

足协新政瞄准联赛痼疾足协新政瞄准联赛痼疾
本报记者 刘 峣

当前体育产业的风口，非冰雪运动莫属
了。两年前，中国提出“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的目标，冰雪运动的发展迎来新契机。国家文
件规划、市场资本涌入，冰雪运动正迎来政策
红利和民营资本的“双丰收”。

两年来，举办滑雪节、修建冰雪运动场、
“北冰南展西扩”步伐正在提速：从黑龙江的冰
雪运动季到贵州的首届滑雪节，从新疆阿勒泰
的冰雪大世界到南京的冰雪俱乐部，中国各地
冰雪运动正在升温。

但是，风口浪尖上的冰雪产业，也面临着
“外热内冷”的困境：行业准入门槛高、场地运
营标准缺失、群众参与不足……“3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的实现，还需要吸引更多的“冰雪粉
丝”，需要实现更大的经济利益和影响力。

前些日子与一位体育投资人聊天时，她提
到，与对冰雪运动的投资信心不匹配的，是冰
雪运动优质项目的缺乏。统计数据显示，中国
体育市场关注度中，50%是篮球，40%是足球，
冰雪运动的粉丝比重还远远不够。

篮球和足球的市场模式，已经较为成熟。
赛事、版权、门票、赞助以及衍生品开发，是
其商业开发的基本线路，也正是这套成熟的商
业模式和优质内容的产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粉丝参与其中。冰雪运动同样如此，“涨粉”还
需好“产品”。

首先要有高质量冰雪运动场地。冰雪运动
场地不足，是许多地方产业空白的直接原因。
冰雪运动受气候环境影响较大，行业准入门槛
高，中小雪场盈利能力差。“投资大，见效慢；
想盈利，先烧钱”，一位滑雪场负责人曾这样总
结冰雪运动场地投资。在政策红利和资本涌入
的机遇下，扩大增量、提高质量，确保雪道建
设和相关配套设施建设高质量，是发展冰雪运
动的基础。

其次要有专业人才。目前，冰雪人才主要
依托院校、行业协会、俱乐部、企业等平台的
培养和业余爱好者的参与。部分人不敢接触冰雪，认为冰雪运动是
一项危险运动、极限运动。对于有意尝试冰雪运动的群众而言，具
有资质的冰雪教练，是参与这项运动的基本保障。

最后要有好的商业项目。产业的发展需要资本的运作，冰雪运
动作为一项体育项目，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做好产业链整合。赛事活
动、宣传推广、衍生品开发、市场服务等都是发展冰雪运动缺一不
可的环节。在优质的商业项目运作中，政策导向、资本涌入、版权
升值，冰雪运动才能获得更多投资者关注，吸引更多人参与。

发展冰雪运动，中国定下了3亿人的目标。这3亿人的背后，是
商业模式的运作，是优质产品的输出，更是一项体育项目的发展和
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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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之争：新势力对决老劲旅

作为首支锁定季后赛名额的球队，上海
队这个赛季可谓 CBA 中涌现的争冠新势力。
从数据上看，上海队场均净胜对手 11.2分冠
绝CBA。从球员看，上海队头号得分手、外
援弗雷戴特场均得分 36.9分、三分球命中率
达到40.2%，堪称上海队的“定海神针”。其
他球员如年轻外援亚布塞莱，本土球员刘晓
宇、老将卢伟、“扣篮王”翟逸都是球队的
得分利器。

回顾队史，这是上海队CBA历史上第11
次打进季后赛，而之前的 10次中，上海队 4
次晋级半决赛，3次打进总决赛，2001/2002
赛季更是以常规赛冠军的身份晋级季后赛并
拿下总冠军。这让人对上海队在本赛季季后
赛中的表现充满期待。

当然，上海队也有隐忧。随着各队对弗

雷戴特的限制升级，上海队的板凳球员能否
顶上来，将决定其季后赛能否笑到最后。

老牌劲旅新疆队目前情况不太妙。第30
轮，新疆队的 7 连胜终于被老对手辽宁队终
结。值得一提的是，新疆队是在阵容齐整的
情况下输给了仅剩半个主力阵容的辽宁队。

综合来看，两队都属于攻强守弱的球
队，场均得分和丢分竟都排在CBA前列。不
同的是，辽宁队以一套残阵打出了非常有团
队性的篮球，他们的传导球更快、更合理也
更流畅。反观新疆队，他们的进攻能力毋庸
置疑，但团队配合能力欠佳，而团队配合能
力是一支志在争夺常规赛冠军甚至总冠军的
球队必须要有的气质。

广东队本赛季依旧面临内线球员单一问
题。易建联年龄逐渐偏大，需要球队其他球
员站出来。第30轮广东队遭遇山东队，被认
为是易建联和本赛季国内球员中的头号得分
手丁彦雨航的对决。二者的对抗以易建联的

完败收场。接下来，谁来保证篮板球和护
框？要想走得更远，广东队急需给易建联找
到帮手。

实力相对较弱的广夏队似乎更愿意确保
自己季后赛的种子席位 （常规赛前四名）。
要达成这样的目标，他们需要在接下来的比
赛中“啃”下广东队、深圳队、上海队、辽
宁队等“硬骨头”。

门票之争：冠军队成了后进生

卫冕冠军四川队还在为了一张季后赛门
票苦苦挣扎。由于失去三外援政策，四川队
本赛季不仅早早没了冠军相，季后赛门票也
岌岌可危。此前，四川队先后输给吉林队和
辽宁队，第30轮，他们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
赢下了上海队。对于四川队来说，能否抢得
一张进入季后赛的门票，得看外援约什能否
找回昔日状态。

另一只总冠军球队北京队情况也不乐
观，将近40岁的马布里能否带领球队搭上季
后赛末班车实难预料。目前，北京队的问题
在于稳定得分点太少、内线羸弱，除马布
里、杰瑞特和翟晓川之外，其余球员无一得
分上双。增强三分球命中率、加强突破上篮
是孙悦等球员最应该要做的。

山东队今年最大的发现是丁彦雨航。第
30轮，他以 45分 5篮板 4助攻的成绩，率领
球队战胜老对手广东队。在本队外援迟迟未
能摆脱伤病困扰的情况下，丁彦雨航用场均
25.2分的表现给CBA提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
问题：如今的外援政策是不是阻碍了国内球
员的发展？

在丁彦雨航的率领下，山东队的睢冉、
陶汉林、吴轲、李敬宇等国内球员也在逐渐
成长。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继续保持这种状
态，山东队不仅很有希望确保自己的季后赛
资格，下赛季还会成长为一支令人望而生畏
的球队。

依靠着兰佩的出色发挥以及国内球员的
多点开花，同样依靠“土炮”的深圳队表现
同样抢眼。本赛季换帅后，在主帅王建军的
调教下，深圳队的顾全、李慕豪等国内球员
表现十分稳定。接下来，深圳队需要继续打
出防守反击能力强等特点。

综合来看，在联赛还剩 7 场比赛的情况
下，联赛排名第八前后的多支球队之间相差
不过 1 到 2 场胜场。这些球队只要在接下来
的比赛中顽强阻击排名前 8 的球队，同样有
机会晋级季后赛。相信随着常规赛逐渐进入
到最后阶段，一场场精彩激烈的季后赛入场
券争夺战也会更趋白热化。

卫冕冠军苦苦挣扎 新兴势力异军突起

CBA:突围季后赛
本报记者 彭训文

1月24日，2016/2017赛季中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CBA）展开第31轮争夺。随着常规赛进入尾
声，常规赛冠军与季后赛门票之争也逐渐白热化，每一场比赛都需要各支球队全力以赴。

雪地足球联赛
亮相鸟巢

本报电（立风） 中国雪地足球
联赛青少年挑战赛暨第八届鸟巢欢乐
冰雪季，近日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附场
正式开赛。

本届赛事由国家体育场有限责
任公司、北京博众天承文化体育发
展有限公司主办，哈尔滨极致体育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承办。该赛事也
是在国内最大规模的青少年雪地足
球比赛。

女子重剑世界杯
中国队揽两金
据新华社电 中国女子重剑队在

近日举行的 2016－2017 赛季国际剑
联女子重剑世界杯巴塞罗那站发挥出
色，包揽了个人和团体两枚金牌。

团体赛中，中国队和世界排名第
一的爱沙尼亚队遭遇，最终以 22︰21
险胜夺金。个人赛中，孙一文击败爱
沙尼亚选手恩布里奇，为中国击剑队
获得2017年的首金。

匈牙利公开赛
国乒包揽冠军
据新华社电 国际乒联2017世界

巡回赛匈牙利公开赛 22 日在布达佩
斯结束，中国选手包揽全部 4 枚金
牌。

男子单打决赛，闫安获得金牌。
女子单打决赛，陈幸同夺冠。

男子双打决赛中，方博／周雨以
3︰1 战胜巴西组合。女子双打决赛
中，陈幸同／李佳燚战胜跨国组合盖
欧基那 （匈牙利） ／埃克霍尔姆 （瑞
典）。

特维斯

王靖斌王靖斌王靖斌

滑雪爱好者在河北省崇礼区长城岭滑雪场滑雪滑雪爱好者在河北省崇礼区长城岭滑雪场滑雪。。
武殿森武殿森摄摄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1月22日，新疆队球员周琦 （左二） 在比赛中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