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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一、成立职业联赛理事会。中国足协授权其负责职业联赛相关事
宜，不再设立中超、中甲联赛委员会。

二、完善职业联赛监督体系。逐步理顺和建立国家体育总局、中国
足协、职业联赛理事会、中超公司分级管理层次，形成联赛的监管机
制、行业自律和约束机制、社会舆论监督机制。

三、做大做强中超公司。根据与中国足协签署的授权协议，中超公
司代理经营和开发中超联赛整体性商务资源，同时接受委托代理中甲
联赛的商务开发。中超公司将逐步实现职业联赛商务开发一体化运
作，根据发展需要设立子公司或分公司。通过对中超公司的优化组合，
达到整体提升职业联赛品牌价值的目的。中国足协授权职业联赛理事
会对中超公司给予指导，两者不存在隶属关系。

本报北京2月10日讯(记
者 胡建明 ) 2012年2月
10日，将成为中国足球一个
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
天，中国足协在河北香河足
球训练基地召开了一次“非
常高效”的足代会。在短短
30分钟的时间内，与会代表
不仅全票通过了选举韦迪
担任中国足协副主席兼秘
书长、于洪臣为副主席、林
晓华为副主席兼司库的决
议，而且还全票通过了之前
略存争议的“管办分离”。

在现场旁听的65名记

者目睹了一次没有任何争
论，没有出现一张反对票甚
至是弃权票的“和谐大会”。

本次足代会于上午9时
正式召开，足管中心主任韦
迪，各中超中甲俱乐部代
表，各省、市、自治区足协代
表以及国家体育总局有关
人士均参加了会议，崔大林
也出席了会议。中国足协副
主席薛立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首个议程就是投票
选举韦迪担任中国足协副
主席兼秘书长，于洪臣担任
中国足协副主席，林晓华担

任中国足协副主席兼司库。
没有任何悬念，韦迪以45票
全票当选了足协副主席并
兼任足协秘书长，于洪臣和
林晓华也都全票当选为中
国足协副主席，林晓华还兼
任中国足协司库。

会议的第二个议题是
讨论通过《中国足球职业联
赛管办分离改革方案 (试
行)》，并成立职业联赛理事
会负责联赛办赛职能。虽然
之前有消息说，很多人并不
认可中国足协新推出的管
办分离方案，但在这次大会

上，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
见。最终，管办分离的新方
案也得以全票通过。有了名
义上的管办分离，中国足球
从此迈进了“新时代”。

没有讨论声，也没有任
何质疑的声音，大会只用了
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悄然结
束。“这次会议之所以进行得
如此高效，主要是因为此前
我们与与会代表进行了多次
沟通与商讨。”最后，主持会
议的中国足协副主席薛立用
这样一句饱含玄机的话为本
次足代会画上了句号。

穿上新鞋 莫走老路
足代会全票通过管办分离方案，

中国足球飞进“新时代”

因为有了管办分离
的新决议，本次足代会被
很多人称为“具有历史意
义的会议”，一位与会代
表认为：“这次会议的意
义一点儿也不亚于当年
的红山口会议。”

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的是管办分离方案的全
票通过。现场齐刷刷举起
了45张绿手牌，没有一张
反对票，也没有一张弃权
票。据了解，如此“和谐”
的结果，源于在9日晚上
提前召开的中国足协执
委会会议。当时很多代表
都对管办分离的方案提
出了异议，根据收集的意
见，中国足协连夜对管办
分离的方案进行了小的
修改，这才有了10日的全
票通过。

虽然新方案距离完
全意义上的管办分离还
有一定的差距，但大家
依然比较认可。青岛中
能俱乐部总经理于涛的
说法就很有代表性：“中
国足协能迈出这样一步

就是很大的进步，我们往
前走，总比原地踏步走
好。”

杭州绿城俱乐部副
总经理鲍仲良则从两个
方面阐述了自己对管办
分离的看法：“现有的这
份方案给了俱乐部在议
事、决策上更民主的权
力，更加尊重职业联赛的
投资和参与主体，让职业
联赛的运作管理变得更
加透明，是中国足球管理
上的一种进步，虽然没有
像英超、日本职业联赛那
样建立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职业联盟，但结合目
前的实际来看，这次的管
办分离方案是比较合适
的。”

但他同时也表示，这
份方案还缺乏很多细节
的实施细则，这点还需
要进行细化。对于联赛
理事会执委中仅有7名
来自俱乐部的代表，鲍
仲 良 也 认 为 偏 少 了 一
些，俱乐部代表需要更
多地参与决策。

在韦迪的描述中，此
次管办分离的重点就是
成立相对独立的职业联
赛理事会，完成中超联赛
商务活动独立运行的前
提下赛事的独立运行。
但此次管办分离中新成
立的联赛理事会依然不
是独立法人，附属于中
国足协。而理事会的主
席人选也是中国足协指
派，由足协副主席于洪
臣担任。新成立的联赛
理事会决策通过实行一
人一票制，不过中国足
协拥有一票否决权。正
是足协所保留的这一权
力，让人质疑其改革的诚
意。

据记者了解，世界
上几乎所有国家的足协
对联赛的管理都拥有一
票否决权。即便是被称
为“黄金联赛”的英超，
英足总作为英超联盟的
特别股东，在某些重要

问 题 上 拥 有 一 票 否 决
权，比如英超委员会主
席和首席执行官的任免
等，但在其它事务上没
有发言权。10日的会议
结束后，韦迪对中国足
协拥有的“一票否决权”
进行了解释：“中国足协
的确是拥有这个权力，
因为这是国际惯例。但
据我所知，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足
协动用过手中的一票否
决权。”韦迪说，如果哪
一个国家的足协对其国
家的足球管理机构动用
一票否决权，“这个国家
的足球肯定是已经乱到
没法开展下去了。”

韦迪承诺，联赛理事
会不会变成中国足协第
二个联赛部，“中国足协
的工作重点放在准入和
监管上，同时提供服务，
联赛具体事务交由理事
会操作。”

本报北京2月10日讯
(记者 胡建明 ) 1 0日
下午，中国足协新成立
的职业联赛理事会召开
了首次会议，会议的主
要议题是通过选举产生
执委的名额分配，一共
19名，其中，中超俱乐部
5 名。让人感到吃惊的
是，上赛季联赛冠军广
州恒大竟然未能进入理
事会。

10日下午2点召开的
理事会，只有中超、中甲
俱乐部以及其所在地的
足协有参选和投票的权
力。按照管办分离方案，
职业联赛理事会执委会
由19人组成，地方代表
也就是俱乐部和地方足
协一共占11席，其中地
方足协4席，中超俱乐部
5席，中甲俱乐部2席。选

举的结果是，地方足协
四席由北京、辽宁、上海
和山东占据；中超5个名
额被鲁能俱乐部老总孙
国宇、天津泰达俱乐部
老总李广益、长春亚泰
俱乐部老总刘玉明、青
岛中能俱乐部老总于涛
和大连实德俱乐部老总
林乐丰获得，而中甲的
两席则被天津松江和深
圳红钻抢走，天津松江
因为出席的人是总经理
郝海东，因此获得了11
票的高票。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广州恒大俱乐部因为没
有派出俱乐部董事长刘
永灼参加，只获得了两票
的支持，在上榜的人中，
位列倒数第一。据悉，社
会代表将在2月29日开始
推选讨论。

管办分离 如此这般
与会代表谈管办分离：

“总比原地踏步走好”
本报记者 胡建明

韦迪释疑争议：

“理事会不是联赛部”
本报记者 胡建明

鲁能老总孙国宇当选

职业联赛理事会执委

一、理事会性质：理事
会是中国足协依据章程特
殊设立的、相对独立的、专
门管理我国足球职业联赛
的机构。中国足协授权其负
责职业联赛的相关事宜。中
国足协对理事会的议案拥
有否决权。理事会全体委员
会议是理事会的最高议事
和决策机构。

二、理事会组成及议事
规则：理事会由中国足协代
表、俱乐部代表、地方协会
代表、中超公司代表及特邀
专家代表组成。

原则上，一年召开一次
全体会议；特殊情况下，经
过五名以上的委员提议提
交执委会通过后，可以召
开临时全体会议。一般议
案以超过半数通过，重大

事项以超过三分之二通过。
解散理事会等决议需要全
体通过。

三、理事会主席：在目
前的改革阶段，为了确保平
稳过渡，理事会主席由中国
足协指派一名副主席担任。
条件成熟后，可采取选举的
方式产生。理事会主席专职
负责职业联赛的日常工作。

四、理事会执委会：执
委会是理事会全体委员会
议的执行机构。执委会由19

人组成。其中，中国足协代
表三名、地方协会代表四
名、中超俱乐部代表五名、
中甲俱乐部代表二名、中超
公司代表一名、特邀专家代
表四名。

执委会委员应承担相
应责任和义务。四年一届，

可连选连任。决策机制一人
一票制。一般事项需以超
过半数通过，重大事项需
以三分之二通过。执委会
会议将采用定期与不定期
的会议制度，可经由五名
以上执委提议召开临时执
委会。

五、理事会执委会下设
机构及职责：执委会下设赛
区委员会和执行局。

赛区委员会：理事会执
委会在各俱乐部主场城市
设立中超、中甲联赛赛区委
员会，具体负责职业联赛的
组织工作。赛区委员会由当
地中国足协会员协会负责
组建。赛区委员会接受职业
联赛理事会的管理并对其
负责。下设竞赛、安保、球
迷、新闻、场地、标准、技术

等办公室。
执行局：理事会执委会

的日常办事机构。执行局局
长由中国足协提名，理事会
执委会通过并任命。其工作
人员由理事会委托中超公
司聘任。执行局负责执行和
落实职业联赛理事会及执
委会的决议。执行局下设竞
赛部、媒体公关部、联赛发
展部。

六、中国足协派驻机
构：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
裁判委员会、医学委员会将
直接向理事会派驻相应工
作组，负责纪律、裁判、医务
监管等工作，其费用由中国
足协承担。工作组人员每年
应考核和轮换，如发生重大
失误的应及时予以调整。

据新华社

职业联赛理事会都做点啥

管办分离方案获全票通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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