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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6 家中超俱樂部總體仍處於虧損狀態，但虧
損額度比 2013 年有小幅下降，為 2.22 億（人民幣，下
同）。中超僅 5 家俱樂部實現盈利，分別是廣州恒大、
貴州人和、上海東亞、上海申鑫及廣州富力。

第五屆中國足球發展論壇昨天上午在北京舉行。主辦方在論壇上發布了
中超第三期商業價值報告，其中詳細分析了中超俱樂部的營收狀況。
廣告贊助更加分散
據網易體育消息，2014年中超各俱樂部總收入突破20億元，達到20.1512億
元。總收入過億的俱樂部由 2013 年的只有廣州恒大、山東魯能 2 家變為 7 家，
增加了廣州富力、上海申花、貴州人和、北京國安和上海東亞5家。
廣告贊助成為俱樂部收入最大來源，達到 8.345 億，佔 69％，比 2013 年有較大
幅度提高。僅從數量（非體量）來看，快消零售業（18）和金融保險業（13）已
經超過房地產（11）成為最主要的贊助商行業。和 2013 年相比，贊助商所涉及的
行業更加分散，汽車及製造業、旅業及酒店所佔比率增大。但房地產投資金額依然
最大，達到35％。

門票收入下降明顯
轉會收入超過 2 億，佔 19％，也比去年有增加。門票收入約 1.2 億，下滑了 10％，
下降明顯。門票收入過千萬的俱樂部只有 4 家，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和廣州。廣州
恒大票房收入依舊遙遙領先，不過和去年收入過億相比，今年下降幅度超過50％。
特許商品收入突破 2 千萬，佔 2％，與 2013 年比漲幅很大，過往特許商品收入基數
太低，這與特許商品的開發長期滯後於球迷的消費需求有關。
2014 年 16 家中超俱樂部總體仍處於虧損狀態，但虧損額度比 2013 年有小幅下降，
為 2.22 億。中超僅5 家俱樂部實現盈利，分別是廣州恒大、貴州人和、上海東亞、上
海申鑫、廣州富力。虧損俱樂部的數目增多，主要原因在於一些俱樂部加大了投入力
度，尤其球員轉會費用大幅增加。2014 年轉會金額達到 4.7 億，比去年增加 0.8 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四連冠的廣州恒大仍是中超
最賺錢的俱樂部之一。
最賺錢的俱樂部之一
。新華社

中超聯賽冬季轉會窗
口已經打開，據搜狐體育消
息，廣州恒大已草簽冬季轉會第一單
交易：將從上海申鑫買進門將劉殿座，
轉會費高達2500萬元（人民幣，下同）。
廣州恒大在門將位置上並不缺人，他們鼎盛時
曾同時擁有三位國門，包括曾誠、李帥、楊君，不過楊君
去年離隊，李帥也年過 30，恒大有必要在這個位置上儲備
一個實力不俗可備不時之需的人員。由於中超禁止使用外
籍門將，因此門將在轉會市場上一直都是緊俏貨。劉殿座
在過去 3 個賽季表現穩定，在他的身後也有眾多的追
隨者，包括上海申花、天津泰達、長春亞泰等球隊
都有意引進他，不過最終恒
大以 2500 萬元的報價擊退
了其他買家。
劉殿座出道
於大連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
輝 廣州報道）10 日晚，富力俱樂部官方宣布，經與艾歷
臣先生協商一致，雙方不再延續工作合同。這也意味着，富力與
艾歷臣正式分手。在消息公布前，富力老總張力便炮轟艾歷臣，
稱「做人不能只看錢」，直言其沒有職業道德。據悉，在成功幫助
富力衝擊亞冠資格後，上海上港便與艾歷臣進行了實質接觸，上港方
面開出了年薪500萬美元（約3876.6萬港元）的豐厚條件，而目前，他
在富力的年薪只有200萬美元。

騰，他 2011 年加盟上
海申鑫的前身南昌衡源，此後
一直佔據球隊主力門將位置。儘管官
方還沒有正式宣布，但是知情
人透露，劉殿座加盟恒大已經是
板上釘釘，雙方俱樂部已經就
此達成一致，恒大跟劉殿座個人的
談判也接近尾聲，估計很快就可
以對外宣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記者了解到，早在本賽季中超最後一輪之前，便有消息傳出，
上港將以 500 萬美元的年薪邀請艾歷臣。對此，富力方面表態，
要全力挽留這位瑞典名帥。事實上，雙方的談判並不順利。富力
老闆張力在接受央視採訪時，對艾歷臣的不滿溢於言表。他稱：
「第一，當時請他時，他是甚麼狀態，他自己最清楚；第二，我們
在中國捧紅艾歷臣，從知恩報恩的角度講他都該留下。」對於艾歷
臣 可能去上港，張力更為嚴厲地稱「做人不能只看錢，誰錢多投靠
誰，做人沒有最基本的職業道德了」。
據知情人士透露，上港給艾歷臣開出的報價是整個教練團隊年薪
500 萬美元，此外還有高額獎金，相比之下，艾歷臣在富力執教年薪
只有200萬美元。

廖輝攬世錦賽 3 金

兼締 2 項世績

■廖輝在世錦賽包攬 3 金
及 2 破世界紀錄
破世界紀錄。
。 新華社
世界舉重錦標賽於當地時間 10 日在哈
薩克阿拉木圖結束第三日爭奪。中國名
將廖輝在男子 69 公斤級比賽中表現出奇
佳的狀態，包攬抓舉、挺舉和總成績三
枚金牌，同時打破抓舉和總成績兩項世
界紀錄。

■劉殿座
劉殿座（
（上）在比賽中
飛身救球。
飛身救球
。
資料圖片

■艾歷臣離開廣州
富力。
富力
。 資料圖片

當日率先進行的抓舉比賽，廖輝 155
公斤開把。在他出場時，場上總共僅剩
下 2 人，另一人是朝鮮選手金明赫，金
明赫在開把 152 公斤連續兩次失敗後，
將最後一把加到 157 公斤。廖輝開把 155
公斤成功舉起，並將第二把重量加到160

公斤。
金明赫將最後一把調整到 156 公斤，
遺憾的是他未能試舉成功，成績定格在
152 公斤。廖輝於第二把成功舉起 160 公
斤，但屈肘被判失敗，不過他已經確保
了抓舉金牌，最後一把他要了 166 公斤
超世界紀錄的重量，結果他成功了，在
摘金的同時一舉打破了保加利亞選手馬
爾科夫在 2000 年創造的 165 公斤的世界
紀錄。
挺舉比賽，廖輝 185 公斤開把。到他
出場時，其他選手已經全部結束比賽，
金明赫開把原本要的是 180 公斤，隨後
調整到 182 公斤，並順利舉起；其後他
將第二把要到 184 公斤，他也是除廖輝
外，場上僅剩的唯一對手，遺憾的是他
連續兩次試舉都失敗，成績定格在 182
公斤。
而廖輝則成功舉起第一把 185 公斤，
然後在第二把要了 193 公斤，同樣獲得
成功。這樣，廖輝不但以 193 公斤獲得
挺舉金牌，還以 359 公斤的總成績打破
自己去年在波蘭弗羅茨瓦夫創造的 358
公斤的世界紀錄。
■記者 陳曉莉

李宗偉遭世界羽聯暫時禁賽
■涉禁藥的李宗偉被暫 偉提供的尿樣呈陽性，
新 華 社 吉 隆 坡 11 日
時禁賽。
時禁賽
。
資料圖片 故對他作出暫時禁賽的
電 世界羽毛球聯合會
決定。同時，世界羽聯
（BWF）11 日發佈聲明
已將此事告知了 BWF 的
說，現男單世界第一、
興奮劑聽證小組成員。
馬來西亞選手李宗偉由
這個小組的主席將選擇
於興奮劑檢測沒過關，
時間和地點召開聽證
已經被暫時禁賽。不
會。聽證會將確認這名
過，他還有機會替自己
運動員到底是否違反了
申辯。
反興奮劑規定。
「暫時禁賽」的意思
世界羽聯還說，根據 BWF 的反興奮劑條例以
是，在出席聽證會並為自己作出辯解之前，他
暫時被禁止參加任何比賽。如果他能夠證明自 及這次暫時禁賽的決定，世界羽聯以及它的會
員協會——馬來西亞羽毛球協會（BAM），現
己是清白的，針對他的禁賽處罰也將被取消。
世界羽聯稱，在今年 8 月的世錦賽期間，李宗 在可以公開這名運動員的名字了。

黃永棋惜敗 無緣中羽賽正賽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蘇
榕蓉 福州報
道）世界羽聯
超級系列賽中
國公開賽昨日
■黃永棋接受記者訪問
黃永棋接受記者訪問。
。
展開資格賽的
記者蘇榕蓉 攝
角逐，中國隊
有多人進入正賽。中國香港選手黃永棋一勝一
負，未能入正賽。
其中，薛松、郭凱和高歡攜手進入男單正
賽，秦金晶、陳曉欣、范夢艷和沈雅穎則包攬
了女單資格賽的四個正賽席位。康駿／駱贏進

入混雙正賽，而另外兩對中國混雙則止步資格
賽。
男單資格賽，香港球手黃永棋先以 13：21、
21：11、21：18 險勝國家隊的廖駿偉，後面對
另一國手高歡，高歡和黃永棋打滿三局，最終
高歡發揮得更好，以 21：13、19：21、21：6 獲
勝，取得正賽資格。
賽後，香港選手黃永棋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
訪時表示，全運會時和廖駿偉比賽過，對這個對
手比較熟悉。他稱，和廖駿偉的這場比賽比較激
烈，結果他險勝可能在於「最後幾個球比較敢
打」。而隨後和高歡的較量，他覺得自己沒發揮
好，希望通過更多的比賽好好總結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