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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birthplace of modern football, Britain is one of the world football powers. FA
Premier League is the mainstay of the British football industry and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sports. Through the study on FA Premier League'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property rights framework and management means,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professional football such as no boundary between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unclear property rights,
management confusion, etc. Those problems can be seen in the imperfect structure and deficient
business development power of the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Super League. In order to find a
solution, the paper tries to seek a path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ootball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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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aspects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ague Council and enh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CSL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Super League Co., Ltd) according to the reality of China.
football; distribution system; FA Premier League;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Super
League曰sports autonomy

经验袁在现有状态下袁我们需要向西方国家学习遥 在
叶体育发展野十三五冶规划曳要求院完善职业体育

的政策制度体系袁扩大职业体育社会参与袁鼓励发展
职业联盟袁 逐步提高职业体育的成熟度和规范化水
平遥在野十三五冶规划的号召下袁我国足球改革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遥 但是袁野管办不分冶尧职业化水平较低等
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遥
我国职业足球起步较晚袁 在赛事管理方面欠缺

当今世界袁 发展最为成熟的联赛当属英格兰足球超
级联赛渊Premier League袁简称野英超联赛冶冤遥 它在英
格兰足球超级联盟渊简称野英超联盟冶冤的运营下袁发
展成世界上最为成功的职业联赛遥 在体育自治原则
下袁英超联盟对英超联赛拥有独立的产权袁形成了完
善的运行模式和管理机制遥另外袁英超联盟独立于英
格兰足球总会渊以下简称英足总冤袁双方在各自领域
发挥职能袁积极配合袁共同推动英超联赛的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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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混乱尧 产权不清是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渊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Super League袁 简 称 野 中

超联赛冶冤面临的最大问题袁这也是中国足球的缩影遥

赛袁管理下属机构遥 常设办事机构下属两大部门要要
要
足球部与商务部袁负责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7]遥

足球部主要负责球员的注册尧裁判的考察尧赛程

为了更好地管理中超联赛袁我国应当从管理模式尧产

的安排以及青少年球员培养等工作遥 足球部的工作

权框架尧联盟权能等角度入手袁向英超联盟学习遥 在

人员都是了解足球运动规律尧 有着丰富的足球产业

今后的建设中袁我国可以尝试采用体育自治原则 袁
[1]

管理经验的专家袁 运用专业技能科学地管理英超联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袁建立起更为

盟遥 商务部则主要负责产品开发尧市场营销尧转播权

完备的市场开发尧利润分配以及纠纷解决制度袁加速

与赞助权的谈判等事项遥 部门工作人员既懂足球又

足球产业发展遥

懂经营袁他们运用先进的管理学尧经济学知识为联盟
的商务开发出谋划策遥英超联赛成立之初袁在商务部

英格兰足球超级联盟全称是 野足球协会超级联

赛 有 限 公 司 冶 渊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Premier

League limited袁以 下简 称 英 超 联 盟 冤袁是 一 家 由 英 超

的运作下袁联盟得到了传媒大亨默多克的支持遥在默
多克的帮助下袁 联盟得到了英国天空电视台 3.4 亿
英镑的转播合同遥这是英超联盟的第一桶金袁为今后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遥 同时袁 为了辅助两大部门的工

联赛各个俱乐部的代表所组成的尧 通过民主协商的

作袁联盟另设有财务部尧法律部以及公共关系部遥 这

方式对英超联赛进行经营和管理的有限责任公司遥

些部门的工作人员各司其职袁发挥各自特长袁为商务

英超联盟是英国足球产业发展的中流砥柱 [2]遥

部与足球部提供了援助遥

英超联盟是由英超联赛各家俱乐部组成的营利

英超联 盟 整体 的营 销不 影 响 20 家 俱 乐部 的经

性法人袁在诞生之后袁迅速控制了联赛的产 权尧财务

营袁每家俱乐部都拥有独立的经营权利遥各俱乐部都

监督权以及商业开发权遥为了保护各俱乐部的利益袁

拥有很大的经营空间袁可通过竞争的方式袁获取更大

联盟代表 20 家俱乐部与赞助商展开整体谈判袁避免

的利益遥联盟与俱乐部作为利益共同体袁所获得的收

俱乐部间贫富差距的扩大 [3] 遥 在财务上袁联盟聘请著

名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财务的审计工作袁
并于 2002 年开始公开年度会计报告 [4]遥 与此同时袁联

益最终通过合理的制度进行分配遥 这种经营模式不
仅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较为弱小的俱乐部袁 而且对
维护职业体育内部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遥

盟采取透明公开的财务制度袁在每个赛季结束后袁出

英格兰由于职业足球发展较早袁导致 英超 俱 乐

版年度会计报告遥 这一系列措施使联盟获得良好口

部与欧洲其他联赛的俱乐部在组织结构上存在很

碑的同时袁掌握了联赛控制权遥

大不同遥 英格兰沿用野经理负责制冶袁教练 除了执教
一线队之外袁还需要参与青少年的 培养以及球员转
会等工作袁 即教练同时扮演着球队总经理的角色遥

部选举的代表组成袁 这就实现了联盟利益与俱乐部

在 这 一 制 度 下 袁主 教 练 的 权 力 是 巨 大 的 袁部 分 俱 乐

利益的一体化袁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俱乐部的利益遥联

爷弗格森在 曼联享有绝对权力袁一手将曼联打造成

英超联盟的决策机构是股东大会袁由 20 家俱乐

盟商业合同的签订以及规则改变袁 都要经过 2/3 以

上的股东同意才可生效 [5] 遥 英足总作为联盟的特殊

股东袁 只在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任免等重要问题上
享有一票否决权遥 并且只有当联盟的决议违背了英
足总的章程以及法律法规时袁 英足总才行使一票否

决权 [6] 遥 因为英超联盟在举行会议之前袁都与英足总
进行磋商袁因此袁英足总迄今为止从未行使过这一权

利遥另外袁英超联盟设有 1 名主席袁由选举产生袁获得
14 张以上选票可当选袁经英足总同意后就职遥
英超联盟采取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袁 设有非常设

部也在这种制度下取得了成功遥 以曼联为例袁老爵

英超历史上最成功的俱乐部遥 但在弗格森退休后袁
曼联的成绩一落千丈遥 这体现出了野经理负责制冶的
弊 端 院一 旦 主 教 练 离 职 袁俱 乐 部 内 部 将 产 生 巨 大 的

变动袁常常伴随着球队成绩下滑等问题遥 在 欧洲其

他 联 赛 袁主 教 练 只 负 责 执 教 球 队 袁评 价 一 名 主 教 练
的唯一标准就是战绩袁球队其他 事务的管理交由其

他部门负责遥 从今天来看袁各部门分工明确尧各司其

职 的 管 理 模 式 更 加 符 合 足 球 发 展 规 律 袁因 此 袁英 超
俱乐部纷纷进行效仿遥

机构与常设机构遥非常设机构是联盟的决策机构袁包
括股东大会以及市场开发委员会尧财务委员会尧联赛
委员会尧法律委员会遥董事会聘任首席执行官经营联

英超联盟的市场开发是指联盟以整体的形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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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商业机构进行谈判袁从事企业经营活动 [8] 遥 联盟
主要负责主要产品的特许经营权与英超联赛的电视

转播权遥 联盟层面的营销将会提高每家俱乐部的福
利袁 一家俱乐部收益的增加不会导致其他俱乐部利
润的降低遥在英超的发展历史上袁英超联盟维护俱乐
部的整体利益的案例是拒绝传媒大亨默多克入主曼
联俱乐部遥默多克拥有一家规模巨大的传媒公司袁当
他成为一家俱乐部的老板之后袁 会造成电视转播权

英足总对英格兰足球的发展承担监管职责遥
第一袁 组织全国的男足尧 女足以及青少年赛事

渊例如足总杯冤曰 组织英格兰国家队集训并参加重大
国际赛事 渊例如国际足联组织的世界杯与欧足联组
织的欧洲杯冤遥

第二袁制定足球规则以及协会章程袁对球场内外
与足球相关的事务进行监管遥

垄断的局面袁可能导致许多中小俱乐部破产遥由于联

第三袁对所有与足球运动相关人士进行监督袁其

盟是由各家俱乐部组成的袁 为了从民主的角度保证

中包括足球运动员尧裁判员尧教练员以及俱乐部足球

英超的健康发展袁 豪门俱乐部必须与中小型俱乐部

官员遥

分享同样的权利遥 联盟的市场开发使得俱乐部从追
求个体的利益转变为追求联盟的整体利益袁 这一转
变有利于联赛的发展遥

第四袁对英格兰的一切足球赛事进行审批袁包括
联赛以及其他赛事遥
第五袁建立完善的全国竞赛体系袁在足球运动的
民间推广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袁 充分地推动英格兰

正如上文所介绍袁 英超联盟收入主要来源于门
票尧电视转播与赞助费袁其他收入还包括海外的电视
合同与特许经营的收入遥 英足总不参与这些利润的
分成袁联盟把所有收入全部分给 20 家俱乐部遥
在董事会制定的分配规则中袁 豪门俱乐部与中
小型俱乐部平等地从联盟中获得收益遥 以电视转播

总体来说袁英超联盟独立于英足总袁双方处于对
等地位遥 同时袁 英足总作为英超联盟的一名特殊股
东袁对英超联盟许多领域的决议具有一票否决权袁这
些领域包括院 英超联盟公司股票的发行尧 目标的制
定曰联盟名称的确定曰俱乐部加入英超联盟以及参加

收入为例袁收益总额的 50%需要均等地分给 20 家俱

足总杯的资格认定曰英足总章程的制定曰决策的贯彻

配标准袁 剩余的 25%按照联赛的排名进行分配遥 在

由联盟主席与行政总裁组建的董事会管理袁 英足总

乐 部 袁25%以 球 队在 电视 转 播中 出现 的 次 数 作 为 分

1999 年袁曼联作为在电视转播中出现次数最多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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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的发展袁使更多公众参与到足球运动之中遥

执行曰主席以及行政总裁的委任遥 其他领域的事务袁
无权进行干涉 [10] 遥

队袁分得了 1 088 万英镑的收入曰温布尔登作为出现
次数最少的球队袁也拿走了 693 万英镑遥 为了避免荷
甲联赛的局面袁电视转播之外的收入由 20 家俱乐部
平均分配袁 联盟也会从中抽取一部分用于青少年的
发展遥

英超联盟一直努力保护中小型俱乐 部的 利 益 袁

因为它们是联盟良性竞争环境的维护者遥 当竞争秩

序被破坏后袁收视率与商业收入都会收到影响袁受害

英超联赛的兴旺发达袁离不开英超联盟的管理遥
近年来袁 我国职业足球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
步遥 但是袁相比较为成熟的职业联赛袁中超联赛依然
存在着一些问题袁 主要表现在组织结构建设与商业
开发上遥 因此袁为了促进中国职业足球的发展袁有必
要对中超联赛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遥

的将会是英国的足球产业 [9] 遥

英超联盟一直以团结闻名袁 从联盟的分配制度

看出袁20 家俱乐部在地位上完全平等遥 所有俱乐部
在任何商业决定上都要进行投票袁 只有超过 2/3 以
上的俱乐部同意才能通过遥 英超联盟的管理者认为

只有权利均衡才是保持竞争力的关键遥 在这种 野团
结冶的背景下袁联盟的例会上常常出现小型俱乐部强
硬地反驳豪门俱乐部的现象遥
英超联盟的分配制度有效地保护了弱者的权
利袁有利于良好的竞争秩序的维持袁这也是联盟良好
的协调作用的体现遥 在联盟的协调下袁20 家俱乐部
统一行动袁共同获得了最大的收益遥

从联赛的组织结构来看袁 中超联赛依然处于运
行模式的初级阶段遥 中国足协在进行国家队管理的
同时袁还兼顾着中超联赛的运营遥这无疑给中国足协
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遥 同时袁从管理效果来看袁中国足
协对国家队与职业联赛的经营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水
平遥 因此袁足协应当考虑将部分权力交还给市场袁使
用市场的力量进行职业联赛的管理遥
虽然中国足协已经脱钩于国家体育总局袁 但不
可否认的是足协依然掌握着部分的行政权力袁野管办
分离冶并没有完全实现遥中国足协在职业足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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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遥 职业足球一旦掺杂了过多

车身广告与电视直播广告袁 此行为已经构成了合同

的行政因素袁会使俱乐部失去独立性与自主性遥从职

违约遥 因此袁 法院判定上海申花俱乐部承担违约责

业足球的发展趋势来看袁 中国足协在中超联赛的运

任袁按照实际冠名天数赔偿东部公司的广告冠名费遥

营上袁应当扮演引导者尧监督者的角色 袁而非一个直
接参与者遥 进一步捋清中超联赛的组织结构关系有
利于中国职业足球的发展遥
在构建中超联赛的组织结构过程中袁 我们可以

这个案件虽然以赞助商胜诉结案袁 东部公司也获得
了赔偿袁但是依然反映出院职业俱乐部还未意识到体
育赞助的重要性 [13]遥 类似问题并没有在中超联赛日

后的发展中得到解决遥 2015 年袁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

参考英超联盟遥 通过对英超联盟的分析袁可以发现院

私自更换胸前赞助广告袁 侵犯了东风日产公司的利

英超联赛的管理不需要行政力量的干预袁 职业联赛

益遥 虽然袁恒大俱乐部主动承担违约责任袁支付违约

的经营管理权已经完全授予英超联盟遥 但是我国与

金袁但是袁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因为这种违约行为带

英国的国情不同袁我国 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达袁因此袁

来的收入远远高于其支付的违约费用遥 如果所有俱

对于英国的经验袁不可完全照搬遥中超联赛的组织结

乐部都效仿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的行为袁 这将给中

构建设袁 应当在保证中国足协占据主导地位的前提

超联赛的管理增加很大的难度遥 由此可见袁真正的组

下袁将部分权利转移给职业管理团队遥

建起一个成熟的职业联赛袁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遥
另外袁 中超联赛的新政策导致电视转播权的价
格降低遥 2016 年袁北京体奥动力公司以 5 年 80 亿的

从联赛的商业开发来看袁 整个中超联赛都缺少

价格购买了中超联赛的电视转播权遥 但是 2017 年 7

一种持续稳定的盈利方式遥一般来说袁职业足球的主

月袁北京体奥动力公司决定暂缓支付版权费 6 亿元袁

要收入来源包括广告尧 赞助商投资以及电视转播权

并希望将 5 年的年限修改为 10 年袁原因是北京体奥

的出售遥许多赞助商为了宣传企业袁提高品牌的知名

动力公司认为中超联赛出台的一系列新政策将会使

度与公信力袁最终获取商业利益袁不惜花费重金投资

其商业价值降低遥

职业足球遥 职业俱乐部则凭借自身的知名度以及足

为了加强后备人才的培养袁中国足协出台新政院

球的号召力袁积极吸引投资遥 在商业运作上袁职业俱

本赛季中超各队每场比赛须至 少有 一 名 23 岁 以下

乐部与赞助商形成了良好的互动袁两者实现了双赢遥

国内球员首发袁 上场外援数量减至 3 人次遥 在新政

总之袁 一个好的商业开发模式将会带来巨大的经济

下袁联赛的上座率以及观众数量都大幅度下降袁影响

效益遥

了联赛的商业价值遥体奥动力公司认为院联赛主办方

目前袁中超联赛的商业开发尚不成熟袁盈利能力

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袁擅自出台新政策袁在一定

相对薄弱袁 主要体现在我国足球赛事赞助领域的混

程度上侵犯了体奥动力公司的权利遥于是袁体奥动力

乱遥许多职业俱乐部在获得赞助之后袁并没有将广告

公司希望通过重新签约的方式进行维权遥 面对体奥

冠名权等权利授予赞助商遥在司法实践中袁赞助商与

动力公司重新签约的要求袁 联赛主办方没有作出让

俱乐部之间发生纠纷的案例袁不胜枚举袁以上海东部
软件园公司渊以下 简 称 野东 部公 司冶冤与 上海 申花 俱
乐部渊以下简称 野申花俱乐部冶冤之间的纠纷为例

步袁双方间的合作有可能就此结束 [14] 遥

在我国职业足球发展史上袁 并非第一次发生这

遥

种纠纷遥2002 年袁百事可乐购买了甲 A 联赛的电视转

冠名上海申花足球队协议曳遥 根据协议袁东部公司向

视转播的现象遥 为此袁赛事主办方与百事可乐公司发

申花俱乐部提供赞助费用后袁可以获得广告冠名权遥

生了法律纠纷遥 目前袁我国正在进行职业足球改革袁

但是袁在东部公司付款之后袁申花俱乐部并未及时履

许多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遥 但是在观念上袁依然将提

行合同义务袁没有将车身广告尧电视直播广告等提供

高国家队的成绩视为发展足球的最终目标遥 相比之

给给东部公司遥并且袁申花俱乐部在合同期间单方面

下袁足球从业者忽视了中超联赛商业价值的提升遥

[11]

2001 年 袁东部 公 司 与 申 花 俱 乐 部 签 订 了 叶托 普 集 团

播权袁 但是当年甲 A 联赛居然出现了前六轮没有电

撕毁合约袁导致东部公司冠名的球队不复存在遥基于

通过以上两个案例的分析袁可以得出结论院相关

此袁东部公司将申花俱乐部诉至法院袁要求其承担违

法律法规不健全与观念上的不重视是中超联赛盈利

约责任袁并赔偿损失 [12] 遥

能力较弱的主要原因遥因此袁为了提高联赛的盈利能

法院经审理认为袁 双方签订的体育赞助合同是

力袁应当加快关于体育产业的立法进程袁使用严格的

在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下签订的袁属于有效合同遥因

法律法规规范体育领域的商业行为曰同时袁足球从业

此袁申花俱乐部没有履行合同义务袁向东部公司提供

者应当调整自己的观念袁不仅重视国家队成绩袁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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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职业联赛的发展遥
我国目前处在足球改革的重要阶段袁其中袁促进

方 案 渊试 行 冤曳的 出 台 袁标 志 着 职 业 联 赛 理 事 会 的 成

立遥职业联赛理事会是隶属于中国足协的社团法人袁

职业足球的发展是改革的重要内容遥 中超联赛是我

由足协自上而下组建起来遥叶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

国最高级别的职业足球联赛袁 对于它的改革势在必

分离改革方案渊试行冤曳规定了联赛理事会主要的工

行遥 中超联赛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权力过度集中与盈

作任务袁主要包括院规划联赛的未来发展尧处 理日常

利能力不足遥针对这些问题袁我们可以在结合基本国

事务曰接受中国足协的领导曰从专项监 管层面袁对中

情的基础上袁学习英超联盟的先进经验袁促进中超联

超公司进行业务指导遥

赛的发展遥

2015 年 3 月颁布的 叶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

案曳重新确定了职业联赛理事会的地位遥联赛理事会
开始独立于中国足协袁负责中超联赛尧中国足球协会
组建独立于足协与政府尧 按照市场规律经营足

甲级联赛与中国足球协会乙级联赛体 系的构建袁科

球产业的自治组织是英国足球成功的秘诀袁 也是对

学地管理职业联赛遥 我们应当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

我国足球发展最大的启示遥在我国足球领域袁职业联

改革袁加强联赛理事会建设袁争取解决中超联赛中存

赛理事会负责联赛相关事宜袁如联赛的发展规划尧运

在的组织结构问题遥

行管理尧商务开发尧日常事务的处理曰中超 公司在理
事会的宏观指导下袁负责职业联赛的市场开发遥它们
在职业足球发展中将发挥重要作用遥 为了更好地发
展职业足球袁 我国应当赋予职业联赛理事会与中超
公司一定的经营自主权遥
但是我国足球职业化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英
国袁我们不应当完全模仿英国模式去管理中国足球遥
如果将职业足球的发展完全交给市场袁 虽然短时间
内会刺激足球产业的迅速发展袁例如袁为了刺激球票
市场袁 俱乐部花费高薪聘请外援袁 增加球队的竞争
力袁但是这势必会压缩国内球员的上场时间袁不利于
国内球员的发展遥 另外袁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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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进入足球市场袁可能会造成贪污尧赌球等不法行
为卷土重来遥 因此袁在我国发展职业足球袁应当赋予
各组织一定的自主权袁但这种权利应当受到监督遥

根据以上对中超联赛目前存在问题 的分 析 袁我

职业理事成为独立的社团法人之后袁 需要形成
决策尧监督尧执行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院决 策层
由中超尧中甲尧中乙俱乐部代表构成袁为中 国职业联
赛体系的构建出谋划策曰 执行层则应当设置相应的
职务部门袁如市场开发部尧公共关系部尧财务部尧安保
部等曰监督层可由足协人员担任袁对职业理事会的相
关行为进行内部监督袁但不得直接参与管理 [15]遥

为了获得中国足协资金与技术上的支持袁 职业

联赛理事会应当加强与足协的合作遥 在另一个层面
上袁为了防止职业联赛理事会经营权的不断扩张袁足
协可以出台政策限制其经营权遥 职业联赛理事会在
不断完善自身内部建设的同时袁 从外部对它的经营
管理行为进行限制袁 最终建立起适合中国足球发展
的法人治理结构遥

们得出组织结构不完善与商业开发能力不足是困扰
中超联赛发展的两大主要问题遥 为了使中超联赛走
出困境袁 我们可以从加强联赛理事会建设与促进中
超公司发展这两个角度出发解决问题遥

在形成权责分明的法人治理结构之后袁 联赛理
事应当加速成长为具有经营管理能力的独立组织遥
在今后的联赛发展中袁 足协只提供必要的技术和服
务支持袁以及负责联赛的行业规范与监管遥在这样的

职业足球改革进程中袁 俱乐部与足协存在利益
博弈遥 足协通过采取与国家体育行政部门脱钩等一
系列有力措施袁 使自己在于俱乐部的对抗中占得先

管理模式下袁 理事会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团法
人袁为建立中国职业足球联盟打下坚实基础遥

另外袁 中国足协有两大子公司要要
要福特宝公司

机遥但由于国家政策的鼓舞袁俱乐部的实力也在不断

与中超公司遥 理顺与两大子公司之间的关系也是职

加强袁同时将职业联赛理事会定位为独立于足协尧代

业理事会的重要职责之一遥

表俱乐部利益的社团法人袁 使俱乐部更有实力与足

职业联赛理事会结合目前的形势袁 希望福特宝

协进行博弈遥 这种平衡的局面有利于足球改革的顺

公司的业务重点放在国家队的赞助尧 媒体版权的销

利进行遥

售以及足协的市场开发上袁 并将获得的收入合理分

2012 年 2 月 叶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

配给其他领域袁如校园足球尧社会足球等袁为足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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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奠定经济基础遥

中超公司则在职业联赛理事会的宏 观指 导 下 袁

务的行为都是在健全的法律制度保障下进行的遥 在
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建设上袁 我国的相关机制还不

负责如无形资产的开发尧 俱乐部特许商品的买卖与

尽完善遥在这种情况下袁足协获取资金最主要的来源

联赛媒体版权的销售等具体工作遥 在经过一系列的

依然是中超公司 36%的股份遥 因此袁 足协不会轻易

改革后袁中超公司将实现股权的重新配置袁足协将不

放弃在中超公司所占的全部股权遥

再是中超公司最大的股东遥 中超公司的利润分配权
将由理事会与足协共同享有遥

在中超公司组建之时袁足协依靠行政力量获得了
股权遥 如今足协已经完成了脱钩袁不再依附于行政力

理事会在建立起法人治理结构之后袁 将拥有更

量的足协袁一定会就中超公司的股份配置问题袁与俱

加独立的经营自主权遥 足协可以在提供技术与资金

乐部展开新一轮谈判遥 俱乐部作为投资主体袁他们希

的基础上袁对理事会进行外部监督袁不得对理事会的

望掌握联赛的经营管理权袁实现俱乐部整体利益最大

管理行为进行直接干涉遥同时袁理事会以社团法人的

化遥 此时袁俱乐部可以学习英格兰足球联盟的先进经

身份与福特宝公司尧中超公司展开合作袁这也是理事

验袁依靠职业联赛理事会与足协进行对抗遥 但是袁双方

会独立性的体现遥

矛盾的不断加深不利于中国足球的发展袁只有实现双
赢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遥 因此袁俱乐部与足协签
订一系列收入分享协议袁在增加俱乐部对联赛的自主
管理权的同时袁保证足协获得一部分收入遥

中 超 公 司 于 2005 年 10 月 24 日 由 国 家 体 育 总
局批准成立遥 它是中国足协下属的一家有限责任公

重置中超公司的股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
手遥

司袁 直接对公司的大股东负责袁 掌握联赛的无形资

第一袁 尽快完善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机制

产遥在国家体育总局的规定下袁中国足协拥有中超公

建设袁 拥有充足经济来源的中国足协可能不再依赖

司 36%的 股 份 袁其 余 64%由 各 俱 乐 部 平 分 袁每 家 俱
乐部占股 4% [16] 遥 叶中超公司章程渊草案冤曳刚刚出台
时袁外界就存在着野足协所占有的比例过高不利于中
超公司发展冶的声音遥

叶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曳将脱钩后的足协

定位为公益性社团法人遥 各家俱乐部根据该方案要

中超公司股份带来的收入遥
第二袁足协改变原有的工作理念袁提升自治能力
之后袁积极与中超公司与职业联赛理事会进行合作遥
第三袁在严格审核的基础上袁扩充中超联赛球队
的数量遥这不仅可以稀释足协的股权袁也可以为联赛
带来更多的投资袁满足社会资本的投资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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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足协出让 36%的股份遥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袁 俱乐
部的地位不断提升袁 中超公司的股权结构配置也开
始由俱乐部与足协共同主导遥 中超联赛经过近几年
的发展袁商业价值已经今非昔比遥 因此袁在争夺中超
联赛所有权时袁 俱乐部与足协间发生了激烈的利益
冲突遥
足协作为职业联赛的创始者与组织者袁 一直采
用行政思维对联赛进行管理遥 但是足协目前已经脱

钩 [17] 袁不再享有中央财政拨款的待遇袁如何获得资金

来源袁已经是足协的一大问题遥 除此之外袁足协还有
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院国家队战绩一直不佳袁已经告别
了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曰足协杯出现中超球队替补
出战的现象袁关注度不断降低袁商业价值远不如中超
联赛遥反观中超联赛袁随着电视转播权的出售以及相
关产业的迅速发展袁商业价值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遥
因此袁许多人认为院实力日益削弱的足协根据先前的
不合理协议分走 36%的收益是不公平的遥
一般来说袁 缺乏资金的国家社会组织一直是政
府公共服务购买的主要对象袁 并且政府购买公共服

中超公司形成了法人治理结构袁由股东会尧董事
会尧经理层尧监事会构成袁经理层下设具体执行 层如
赛事运行部尧品牌媒介部尧办公室尧市场部尧法务部等
部门遥
足协让出中超公司的股权之后袁 不再享有对公

司事务的决策权袁中超公司的股东会尧董事会 尧监事
会尧 经理层等各方面的人员构成由职业联赛理事会

与俱乐部决定遥 这样的组织结构更加符合职业体育
的发展规律袁有效地保证了投资人的利益遥
在法人治理的机构下袁 中超公司加强中超联赛
的商务开发遥而对于中甲和中乙袁并没有建立专门的
组织进行联赛管理遥因此袁可以成立专门的公司针对

中甲尧中乙展开运作 [18] 遥 分别成立中超尧中甲尧中乙公
司后袁如何协调三者间的关系袁为今后中国职业足球
联盟建设打下基础袁也是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遥
中甲尧中乙公司成立之后袁再加上之前成立的中
超公司袁3 家公司在理事会的宏观指导下袁进行职业
联赛市场开发工作遥在中国职业足球联盟成立之后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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