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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去行政化”

成了笑话
本报记者 胡建明

7月11日，有消息称，足
协将从国家体育总局中剥
离出去，彻底放权给中国足
协管理中国足球，实现真正
的管办分离。

消息传出后，立即在圈
内引起了新一轮的热议。一
位俱乐部高层表示，现在听
到这个消息，只能哈哈一笑
了：“这个话题都说过多少
次了，每次不都是说完就
完，谁看到有后续动作了？”

“你们可以去问问各地
方足协，有谁愿意从体育局
中剥离出去；你们再去问问
体育局的领导们，有谁愿意
放弃管理足球？不会有人愿
意的。”

有 一 家 俱 乐 部 的 高
层直言，现在的中国足协
的 确 是 该 好 好改 革一 下
了：“现在去足协办事，哪
里还能找到办实事的？找
不到！出了事情，都在互
相推诿，什么事情都办不
成。如果真能改革，这帮
人 的 行 事 作 风 和 思 维 方
式也要改一改，不能整天
端着官架子不办实事。”

这 位 高 层 对 管 办 分
离 还 抱 有 一 定 的 希 望 ：

“这个事情其实也不是办
不好，如果中央真能下决
心去剥离，那很快就能完
成，关键要看高层的决心
有多大。”

就在大家还在热议这
个话题的时候，中国足协新
闻办当天就对外做出了反
应。他们称，从未发布过这
一消息，也不知该消息从何
而来。很多时候，与中国足
协有关的新闻，就是听着玩
的笑话。

水平低还怨税收高
足球行业减税，能解决啥问题
本报记者 胡建明

卡马乔重税难为足协

最近几天中国足球的税收问
题再度成为焦点，则是因为中国
队主帅卡马乔的解约。国足1：5惨
败给泰国队后，上级下令解聘卡
马乔，高工资带来的高额税费成
为解约的主要障碍。据称，卡马乔
的税后年薪是4000余万元，算下
来一年的个人所得税就高达3270
万，而足协的预算里根本没有这
项开支。

正是中国足协的预算根本没
有这项开支，造成了卡马乔下课
却难以解约。国足暴露出来的税
收问题也引起了国家税务部门的
关注，税务总局的此次会议，正是
针对此召开。有消息称，中国足协
希望税务部门能体谅一下足协的
难处，适当对这部分税金做一下
调整。

外界不少人认为，足协这种
要求有些“无厘头”：“税金应该是
足协与卡马乔签约之前就应该好
好了解的关键环节，既然合同都
签了，那就说明足协有能力承担
这部分税金。现在再要求减免税
费，是不是有些可笑？”

俱乐部缴税负担重

在这次会议上，除了中超公
司、足协财务人员，北京国安俱乐
部的财务人员和市场开发部负责
人也参加了会议。他们在座谈会
上具体介绍了中国足协、中超公
司和北京国安俱乐部的财务开
支，并谈到了具体的如何提高中
国足球水平的看法。

中国足球的税收标准较高历
来是一个问题，在中超中甲职业
足球俱乐部中，队员们的工资占
到了俱乐部成本的近七成。由于
球员工资都比较高，其中税前工
资中有45%是税金。而球员与俱
乐部的合同薪金基本都是按照税
后算的，所以，税费就成了俱乐部
的负担，在每次职业联赛会议上，
都有俱乐部对高额税收怨声载
道。

一位俱乐部高层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现在与球员谈续约，不

仅要给高薪，而且还要保证每年
有个上浮额度，这个额度一般是
10%到15%。假设我们给一位税前
年薪400万元的队员签四年的合
同，到了第四年，俱乐部就要为他
支出近千万了。”

还有的俱乐部质疑税收的
合理性：“很多俱乐部都是二级
子公司，运作俱乐部主要是靠
母公司拨款，既然母公司已经
缴税了，那么俱乐部再缴税是
不是算重复缴税呢？”这位俱乐
部高层还认为，现在搞足球俱
乐部根本就不盈利，算是完全
给社会做公益，“在这种情况下，
再征收这么高的税费，的确不太
合适。”

无序发展才是病根

早在2009年，国家体育总局
就会同教育、公安、民政、财政、司
法、税务等八个部委人员，设立

“职业足球俱乐部资格审查与监
管委员会”，履行各部门职责，帮
助解决中国足球存在的困难。放
眼中国足球，并不是缺少政策支
持，缺少的是一种正常向前发展
的秩序。

现在很多俱乐部都非常头
疼与球员商谈签约或者是续约
的有关事宜。“以前，我们与球
员签约的时候，大家只要商谈
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年薪
就可以了，可现在还要费心
去考虑签字费的事情。”据了
解，现在很多球员，即便是与
老东家商谈续约，也要索要
上百万甚至是几百万的签
字费，尤其是那些合同即
将到期、成为自由身的球
员，“现在已经不是谈感
情的时代了。”

“我们也知道球员吃
的是青春饭，应该在当打
之年多得到点东西，但提
任何要求都应该有个度，
超过了某个限 度 ，就 失
去应有的秩序了。”这位
高层说，“在这方面，中国
足球应该自觉形成某种秩序，
并且自觉去遵守，否则以后只能
越弄越乱。”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天之内，
有关中国足球的消息突然间沸反
盈天。有人说要给足协“扒马褂”，
从体育总局彻底剥离出去；有人说
要给球员减税负，让俱乐部享点实
惠。但不幸的是，众人的唾沫星子
还没干，足协就出来辟谣，忙着擦
屁股了。

在一个假消息比淘宝假货还多
的年代，依然有很多人对“剥离足

协”表示关注，足见球迷们对中国足
球的用情之深。说句实话，这根本算
不上什么新鲜事儿，不过是“管办分
离”这个老话题的变种而已。从“分
离”到“剥离”，字眼越来越刺激，手
法越来越酷烈，但足协与足管中心
仍旧十指相扣如胶似漆，让天下的
负心汉薄情郎自惭形秽。

分手果真有这么难？其实也未
必。任由足协再硬朗，也硬不过铁道
部去。但“管办分离”之所以屡屡偃
旗息鼓，主观上说足协有些人舍不
得这副顶戴，只敢讲套话不敢担责
任；客观上说，也没人有那个独当一
面的本事，带着一身官僚气下海，除
了淹死没别的出路。所以，别说提

“剥离”，就是喊“剥皮”也没人敢应

声，因为有些人确实是死猪不怕开
水烫了。

但就在足协着力辟谣“剥离”之
说的同时，恒大老板许家印为了消弭
近期的争议，再次扬刀立威，制订出

“恒大国脚八项规定”，对帐下不尽力
的国脚严惩不贷，引来一片哗然。

有媒体指出，恒大此举是在危
机公关。的确，一个职业俱乐部帮
着国家队搞作风建设，放到全世界
也极为罕见。这又成为中国足球的
新怪象之一。但话又说回来，恒大
有“公关”的意愿，足协没“攻关”的
胆色；恒大敢立法行文去赏善罚
恶，足协只会暗度陈仓地敷衍了
事。除了几封道歉信，和一堆无头
官司，足协的确没有做出太多有针

对性的应对措施。而在官方裹足不
前的情况下，民间力量先行一步

“自救”，似乎也是一种必然。
这一连串或真或假的消息，背

后其实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那就
是“6·15”中泰之战的余震，正在摇
撼着中国足球弊端处处的体制根
基。这场耻辱性的溃败，引发了高
层和民间的激烈批评，也引来了高
度关注。有人开始从行政管理、税
收调剂等方面探讨拯救足球的可
能，民间资本也在做出最大的努
力。福祸相依，压力也可能让木炭
变成钻石。一场惨败换来了朝野之
间的默契与共识，也许正是中国足
球向死而生的一个宝贵契机。

只是，中国足协准备好了吗？

恒大越位，都是足协逼的
□李康宁

恒大给国脚

戴“金箍”

本报讯 7月11日下午
3点，“恒大国脚八项规定”
传达大会在恒大集团总部
恒大中心举行。规定称，凡
是入选每期国足集训名
单的球员，集团给予每人
1 0万元的荣誉奖奖励。凡
是上期入选而因自身不
努力等原因落选最新一
期国足集训的恒大国脚，
恒大将会对这名球员处
罚20万元。

这八项规定明确表示，
恒大集团将对国脚进行全
方位的管理，旨在增强国脚
的国家荣誉感。规定称，一
旦国脚在集训期间有违纪
行为，恒大集团将对他进行
处罚。如果国脚在集训期间
训练不努力，恒大会对他们
处以10万元的罚款，并且停
训停赛一天，同时封闭参加
一天的爱国主义和职业素
养学习班。

为保障国脚能全身心
地为国家队服务，恒大为国
脚提供了良好的后续保障。
凡恒大国脚在国家队集训
和比赛导致受伤的，缺席俱
乐部比赛期间的工资、奖金
以及福利保障与俱乐部在
比赛场上的主力球员完全
一致。凡恒大国脚在国家队
集训和比赛中严重受伤，影
响职业生涯的，集团将会给
予最高3000万元光荣保障金。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
第八条规定，俱乐部必须以
向国家队输送人才为己任，
必须加强自身年轻球员的
培养。每为国家队输送一名
23岁以下的自己培养的优
秀国脚，集团将会向俱乐部
奖励1000万元。

7月10日下午，国家税务总局在北京海淀区总部办公大楼召集中国足协、中超公司相关人员以
及北京国安俱乐部人员座谈，了解中国足球目前的发展状况，这是国家税务总局第一次召开与中
国足球有关的座谈会。

在中国足球越来越受高层关注的情况下，这次会议被足协内部解读为各部委支持中国足球
的信号，足协和俱乐部都寄望税务、工商等部门未来会有更多实际的优惠政策向中国足球倾斜。

许家印的“国脚规定”，既给国家队球员定了规
矩，又给他们加了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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