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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中国政府网正式
对外公布《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
案》，《方案》共有50条改革措施，
内容涵盖了包括中国足协与体育
总局脱钩，不设行政级别；举办世
界杯、国足踢进世界杯；建立职业
联赛理事会运营中超；研究发行
中国联赛足彩；到2025年建5万
所足球特色学校；球队实现名称
非企业化，打造百年俱乐部；防止
球员身价虚高和无序竞争；明确
球场数量刚性要求等改革的各个
方面。

中国足改方案“开哨”对中国
足球发展无疑是极大利好，而改
革牵涉各方的利益，让人关注的
管办分离、发行足彩、球队名称非
企业化等条款，各方声音如何？

《方案》中明确提出要将足球
协会与体育总局脱钩，而目前拿
河南为例，河南省足协隶属于河
南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其职能
相当于球类中心的一个科室，应
该怎么改？

是对现有的人员进行分割，
还是重新组建足协的人马？昨日
记者采访到了多名足球圈内人
士，大家都表示，无论怎样改，都
要避免“外行领导内行”。

河南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书
记袁军也表示，因为国家政策刚

刚出台，下一步是否考虑将省足
协单列出来，还需同民政、人事等
相关部门进行研究协商。

“对足球投资者而言，这绝对
是利好的”建业足球俱乐部相关
人士如是表示“足球协会与体育
总局脱钩，意味着彻底放开足球
市场，将足球联赛交给协会来管
理。而按照方案的指导精神，未
来中超联赛交给中超公司举办，
足球俱乐部的投资者真正拥有联
赛，这对投资者是个极大的动
力。”

对于球队实现名称非企业
化，打造百年俱乐部，河南已经走
在了前列。3月22日，建业投资
人胡葆森出席某商业论坛时表
示，“在改革方案中提倡球队不用
企业的名字，我在想以后建业足
球不再叫建业队，换一个代表河
南的名字，可能叫‘河南嵩山
队’”。

“打造百年俱乐部、建设中国
的曼联”胡葆森不止一次这样表
态。与国内大多房地产老板转战
足球不同，老胡21年前就专注河
南足球事业。从1994年职业联
赛启动之初开始投资中国足球的
投资商现在还有几家？答案是河
南建业和北京国安。建业是中国
唯一一个打过亚冠联赛、中超、中

甲、中乙四个级别联赛的球队。
“坚持了这么久的足球品牌

更名不可惜吗？”足球业内人士徐
先生告诉记者，“俱乐部名称非企
业化对于投资商而言并不一定是
坏事，平台大了参与者多了，其商
业价值自然也会提升。”

因为一旦足球改革迅速推
进，运营体系逐渐成熟，俱乐部将
以会员制形式参与联赛分红，对
投资商而言，俱乐部也将从一个
产品变成一个平台，具有巨大的
潜在商业开发价值，比如球员转
会、足球学校、周边产品开发、赞
助商等，对投资商而言，虽无法直
接命名球队，但可以从中获得可
观的收益。

正如胡葆森曾在公开场合表
示的，“那时候我们可能有几十
家、几百家企业共同来支撑、支持
河南的足球事业。”

而对于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
为竞猜对象的足球彩票，业内人
士徐先生分析：“这是开天辟地
的，是足球走向专业化的标志之
一，足球彩票能够极大地提高职
业足球联赛和联赛俱乐部的关注
度，各家俱乐部、中超公司的门
票、广告、版权运营收入都将推向
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的足球改革，让足
球全产业链站到了风口浪
尖，资本逐利，足改消息一
出，3月17日便在股市上掀
起了一波“足概股”疯涨浪
潮，江苏舜天、新能泰山等
纷纷涨停。中国足球产业
有利可图。

据统计，足球产业在全
球所有产业中排名第17位，
是体育产业最大的单一项
目，全球年产值超过 5000
亿美元，占体育产值比重超
过40%。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
10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
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其中
明确提出，到2025年，中国
体育产业的总规模要力争
超过5万亿元。

按照中国体育产业2万
亿市场估值和40%的占比
计算，目前足球产业的市场
空间在8000亿元以上。如
果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
超过5万亿，则意味着足球
产业的市场空间在2万亿以
上。

直观来说，“足改”对足
球产业链上的足球器械、材
料市场、足球场馆建设的拉
动非常可观。各级政府将
加大对足球的投入，体育、
教育等部门也会在安排相
关经费时对足球发展给予
倾斜，学校向相关部门“要
钱”也会更容易。

“我们现在用的足球设
施设备都不是很专业，如果
经费提高了，也会考虑采购
专用的足球设备，建设好一
点的足球场训练。”郑州一
所中学的体育老师这样对
记者说。

再以足球场草坪为
例。记者从郑州一家足球
草坪生产公司了解到，受

“足改”影响，该公司业务有
了很大增长，目前已经接到
几个大订单。管中窥豹，可
见足改对足球材料、设备市
场需求的刺激。

另外，《方案》还要求把
兴建足球场纳入城镇化和
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明确
刚性要求，由各级政府组织
实施。

记者梳理发现，在中国
足球产业有一个非常有意
思的现象。目前中超16支
球队的主要投资方中，有超
过12家企业主要业务构成
中涉足地产相关业务，包括
广州恒大、广州富力、杭州
绿城、河南建业、山东鲁能
等。此次足球改革将包括
加大政府投入、增建足球运
动场馆，将有效拉动“足球
地产”。

目前，全国范围内足球
体育场极度缺乏。去年12

月25日，《第六次全国体育
场地普查数据公报》显示，
与2003年的第五次普查相
比，全国体育场地数量增长
近1倍，但足球场地增长速
度落后于总体速度。十年
来，新增足球场7100个，还
不到排球场增量的1/4。

根据《足改方案》，对社
会资本投入足球场地建设，
政府会给予落实土地、税
收、金融等方面优惠政策。

房企一方面可分享到
参与足球场建设带来新的
盈利增长，另一方面还可通
过开发足球场周边的商圈
获得收益。比如地产商将
足球学校与配套作为产品
的一部分，或利用球队提供
与足球有关的服务。此外，
足球学校还能吸引大批陪
读父母租房甚至买房，提升
附近楼盘的吸引力。

未来政府可能会采取
BT模式或者PPP模式，介
入足球场馆的建设，以及附
属足球场的商业设施建设。

让足球成为有钱可赚
的生意，曾经为央视足球解
说员，现在担任乐视体育首
席内容官刘建宏坦言，从欧
洲的经验来看，主要落脚点
在于“足球赛事转播权收
益”。

据统计，2014年中超大
部分俱乐部收入依赖企业
冠名（广告赞助占 70%以
上），而许多俱乐部的“冠名
权”资金来自本身的投资企
业，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能
作为俱乐部的盈利项目。

而在电视转播费用方
面，2014年中超公司总计获
得360万元的收入，占总收
入的 9%，以中超 16 支球
队、240场比赛计算下来，平
均一场比赛只有区区15万
元的转播收入，相较欧洲顶
级联赛动辄几千万欧元的
转播费，相差甚远。

近日，乐视体育与河南
足球事业发展基金会、河南
建业足球俱乐部达成协议，
三方将展开战略合作，乐视
体育将打造河南建业足球
频道。

另外，三方除了成立
“乐视河南足球频道”之外，
还将打造一个球迷的“足球
生态圈”，尤其是校园足球
的“足球生态圈”，为校园足
球提供多方面支持，真正助
推河南当地校园足球的发
展。

乐视体育首席内容官
刘建宏表示，现在乐视体育
打造的河南足球频道只是
一个开始，未来，乐视体育
还将打造推出俱乐部频道、
球迷社区、足球培训等，其
中很大一部分是为当地校
园足球服务的。

曾经风靡的动漫《足球小
子》，让80后一代每个人心中都
有一个“大空翼”。记者还依稀记
得当年与小伙伴们在砖墙上画出
一个“球门”，模仿“大空翼”倒挂
金钩然后摔倒的嬉笑童年。

本轮足改，足球教育放在了
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扩大足球
的群众基础，从娃娃抓起培养足
球人才，让中国足球教育“大空
翼”时代来临了。

《方案》规定全国中小学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在现有5000多所
基础上，2020年内达到2万所，
2025年内达到5万所。

河南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处长
郭蔚蔚表示，本轮足改校园足球
教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普及，
面向全社会提高足球素质教育，
增加足球人口基数。今年有将近

700所足球特色学校已经上报到
国家教育部，争取3至5年内，河
南省有1500至2000所。

“到那时，河南的足球人口大
约是200万，相信定会涌现出一
批优秀的足球苗子，未来将会不
断涌现本土足球明星。”郭蔚蔚说

此外，一批高校也正在行动
中。3月21日清华大学时隔5年
重启足球招生，最终拟录取 12
人。据悉，获得清华男子足球高
水平运动员认定的考生，将可以
在当地一本线下降20分录取。3
月22日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全国
首个校园足球发展研究中心。中
国的足球教育的激励体制从上到
下正在逐渐完善。

从足球基础教育走向足球职
业化道路也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
节。“我认为改革规划的意义在于

提升国民的素质，特别是国家的
青少年，我们青少年综合的身体
素质跟韩日相比落后一大截。”建
业俱乐部助理总经理王中仁认
为，建业俱乐部今后的持续发展
中一定要搞好青训。

此外，业内人士指出，促进足
球人口增长也是防止目前球员身
价虚高的关键。据了解，新赛季
中超有近半数俱乐部的投入在5
亿元左右。广州恒大为了购买一
位巴西国脚甚至花费1亿多元。
国内球员身价虚高的问题，归根
结底在于国内高水平球员稀缺，
随着青少年足球大力发展，足球
人口增长，将涌现出越来越多的
优秀球员，这一问题自然迎刃而
解。

《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出台，足球产业链有望全线盘活

足球产业链黄金时代开踢
□本报记者 傅豪 文图

足改方案“开哨”各方摩拳擦掌

足球教育“大空翼”时代来临

足球全产业链站上风口

3月22日，在郑州航海体育场，河南建业主场3比3战平重庆力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