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美球壇歐美球壇勢掀減薪潮勢掀減薪潮

北京冬奧組委相關負責人近日表示，理解國際
奧委會和東京奧組委推遲東京奧運會的決定，將與國
際奧委會和所有奧林匹克大家庭成員保持密切溝通，
為北京冬奧會的成功舉辦共同努力。

北京冬奧組委相關負責人表示：「我們理解國際奧
委會和東京奧組委推遲東京奧運會的決定，相信東京奧運
會一定可以在一個適當時間成功舉辦。」
北京冬奧組委相關負責人稱，目前，北京2022年冬奧會的各

項籌辦工作正按計劃穩步推進。「我們將認真評估東京奧運會推遲
對北京冬奧會帶來的影響，並與國際奧委會和所有奧林匹克大家庭成員

保持密切溝通，為北京冬奧會的成
功舉辦共同努力。」
據介紹，隨着各冰雪項目國際組織先後
做出了推遲或取消各項比賽的決定，中國奧
委會調整相關隊伍訓練比賽計劃，一隊一策地
制訂返程回國方案，安全有序地把各支隊伍接回國
內。目前絕大部分外訓外賽的冰雪項目國家（集訓）
隊均已安全回到國內。 ■中新社

■■奧運延期舉行獲奧運延期舉行獲
各界支持各界支持。。 美聯社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歐美，隨着歐洲主流聯賽停擺，各

家球會的收入亦大受影響。為了捱過這個疫境寒冬，一

些球會已作出相應的節流措施。貴為西班牙超級班霸的

巴塞隆拿，昨日宣佈隊內職球員按比例下調薪酬，而美

國NBA高收入的人員亦要暫削工資，為新一輪的歐美球

壇減薪潮掀開序幕。

西甲聯賽暫停直接導致球會門
票、特許經營商店銷售等等

的收入驟降。巴塞為免財政危機
一發不可收拾，決定採取節流措
施，昨日宣佈隊內職球員按比例
減薪，但沒具體說明有關幅度。
據報，球員接受減薪三成，卻與
會方的大削七成差距甚大，董事
局結果只好直接根據當地法規頒
佈名為 ERTE的「臨時就業條
例」下調薪水。按一線隊員減薪

七成的說法，一年總體4.52億歐
元的薪酬，假設減薪因應疫情半
年，巴塞將可節省 1.58 億歐元
（約13.6億港元）之多。

德甲球員降薪保球會員工
德甲方面則大多僱傭雙方達成

減薪共識。衛冕班霸拜仁慕尼黑
與多蒙特日前宣佈，球員將接受
比賽停擺期間分別20%及33%的
減薪安排，以確保普通員工能如
常出糧；慕遜加柏和柏林聯球員
甚至願暫停支薪，希望幫助球會
度過時艱。《萊茵郵報》估算，
慕遜加柏1個月便可節省約100萬
歐元，用於保證一般員工照常支
薪。同時，拜仁、多蒙特、RB萊
比錫與利華古遜，四支當今德甲
Big 4豪門還發表聯合聲明，共同
籌集2,000萬歐元（約1.75億港
元），用來幫助德甲、德乙聯賽
中出現財困的球會。
疫症重災區的意大利，意甲聯

賽亦在商討球員減薪方案，期望
幅度為30%。英超方面，有消息
指正考慮國際足協的建議暫時只
支半薪，延期至疫症後補發，方
案尚待與職業球員工會磋商。

傳NBA高層先降薪20%
美國四大球之一的美職籃NBA

也不能倖免。根據ESPN的說法，
NBA 100名最高收入的管理人員，
將要發揮身先士卒的帶頭角色，減
薪20%，其中包括NBA主席蕭
華，若以一年計他將會減少200萬
美元（約1,560萬港元）的收入。
NBA發言人巴斯雖然未有正面回應
減薪的報道，但他承認，NBA正面
臨前所未有的時期，如同其他行
業，須採短期措施，因應業務和組
織作適當改變。
可以預期，各大聯賽和球會都

不得不為節省開支各施各法，希
望撐得過這次不知會延續多久的
疫症危機。

■■多蒙特球員和會方達成降薪協議

多蒙特球員和會方達成降薪協議。。 路透社路透社

■■ 英超球員或要暫時英超球員或要暫時
降薪一半降薪一半。。 路透社路透社

歐美足籃聯賽部分應對疫症危機財政措施

西甲
巴塞實行「臨時就業條例」進行職員減薪，據悉幅度為70%。
西班牙足總撥出5億歐元，供有需要的西甲、西乙球會借款。

德甲
拜仁慕尼黑、多蒙特球員分別減薪20%及33%，慕遜加柏、
柏林聯球員暫停支薪。
拜仁、多蒙特、RB萊比錫、利華古遜籌組2,000萬歐元救急
基金。

英超
建議球員暫時減薪一半，會在疫情後延期支付的方式補發。
英格蘭聯賽會撥出5,000萬英鎊應急錢，供英冠、英甲、英
乙聯賽球會借款。

意甲 建議減薪30%。
球員工會計劃籌組應急基金。

NBA 100名高薪管理人員減薪兩成。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美斯等巴塞球星均要減薪美斯等巴塞球星均要減薪。。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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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詩蓓會先作何詩蓓會先作
休息休息。。

■■ 國際足協希望解決球員合約到期問國際足協希望解決球員合約到期問
題題。。 路透社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郭正謙）新冠肺炎
疫情未有遏止跡象，陷

於停擺的歐洲球壇損失慘重，有
指預計虧蝕金額高達 40 億歐
元，甚至將有半數球會面臨破產
散班，而球季一旦延長亦將衍生
出不少合約問題，國際足協
（FIFA）有意提議今季約滿的
球員合約自動延長至真正完季，
不過額外的薪金支出勢令球會負
擔百上加斤。
職業球員合約大部分以6月30

日作為完約日子，不過世界各地
聯賽受疫情影響處於停擺，即使
能夠重開球季亦勢將拖長，為免
球員在球季未完就成為自由身，
FIFA有意提議今季約滿的球員
合約自動順延至完季日，不過合
約延長的薪金安排就由球會與球
員自行商討，如成事或會加重球
會財政負擔。此外國際足協亦研
究將下季轉會窗大幅延長至明年
1月，希望增加球會組軍的彈
性。
疫情令歐洲各大聯賽損失慘
重，法國聯賽會主席卡亞佐早前
就估計歐洲足壇因為今次疫情最
少虧蝕40億歐元，國際足協亦
有意成立「職業球員基金」協助
球會渡過難關，不過基金成立需
時未必可以成為「及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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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清食品成為港協
暨奧委會獨家食品
夥伴。

■■ 投資龐大的富力投資龐大的富力R&FR&F，，其主場其主場
燕子崗體育場容納人數亦不多燕子崗體育場容納人數亦不多。。

短說
長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東京
奧運決定押後舉行，運動員只得無奈接
受。對於最早獲得奧運入場券的香港女
飛魚何詩蓓（Siobhan）來說，這次延
期雖然有點失落，但自己與贊助商合作
設計泳衣的計劃仍會持續，只是將面世
日子稍為延遲。
何詩蓓於去年4月已達100米及200
米自由泳A標，是最早出線東京奧運的
香港選手。不過受到新冠肺炎在世界各
地大爆發影響，國際奧委會早前宣佈將
奧運押後到2021年，何詩蓓回應傳媒
提問時坦言：「其實過去幾星期已經預
算奧運會延期，自己也已有心理準備，
但當 IOC宣佈時，仍會感到有點失
落，始終自己為奧運付出了很多精神及
時間，未來會先休息一下，之後再繼續
努力。」
Siobhan期望大家可以在困難時期堅
持下去：「現時最重要是大家保持着奧
運精神，面對不同挑戰，尤其是現在抗
疫時間，全部人都不能鬆懈，希望將來
的日子，全世界都可以健健康康。」
Siobhan 去 年 成 為 首 位 加 入 arena
Elite-Team的香港運動員，2020奧
運會與arena合作設計泳衣，雖
然現時已延期，不過計劃會
如期舉行，希望繼續獲
外間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中
國香港體育協會既奧林匹克委員會
（港協）昨日宣佈，日清食品成為該
會的食品獨家贊助商。而品牌大使
「清仔」更拍了一段短片 ，為本地
精英運動員打氣（https://youtu.be/
pK1veKFBwJw）。
雖然東京奧運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而被迫延期，但香港運動員並沒有
鬆懈，仍全力備戰。截至目前，香港
已共獲得30張奧運入場券；而因東
奧的延期，各項資格賽也將在疫情過
後重新開啟，相信屆時會有更多港將
踏上奧運列車。有見及此，日清食品
決定與香港精英運動員並肩，成
為中國香港代表隊的獨家食品
夥伴，支持香港運動員出
戰東京奧運。

此外，日清食品
還將參與港協主
辦的體育節以
及 奧 運
日。

前法國名帥去世享年87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
前法國國家足球隊主帥希達高（右
圖）日前在馬賽的家中去世，享年
87歲。希達高生於1933年3月22
日，球員時代司職中場，1976至
1984 年執教法國國家隊。1982
年，他率隊打入世界盃四強；1984
年，再率隊奪得歐國盃冠軍。當年在歐國盃獨取9個入
球的柏天尼在一份聲明中表達了哀悼之情：「希達高留
下了可觀的遺產，他在國際舞台重建了法國足球，作為
教練，他把法國隊帶到了最高峰，並且踢出了美麗足
球，使我們每個人都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華。」

寄語大眾積極面對挑戰

何詩蓓：抗疫不能鬆懈抗疫不能鬆懈
本地球壇情況更為嚴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黎
永淦）外國球會因疫情影響收入而
要求球員減薪，但對於生態畸形的
香港球圈來說，最主要還是視乎班
主意向，收入減少並非減薪的最大
理由。現時球圈最擔心的，是今次

疫情令老闆看不到前景，拒絕再投
資而散班，繼而產生骨牌效應。
有別於外國情況，香港要經營職

業球會，一直都只有虧本，極少會
出現收支平衡，更別說會有紅利。
畢竟本地球賽門票收入不多，絕大

部分球會都不能靠票房去補貼場租
及其他支出。即使有收入也是來自
有外隊參與的比賽，或來自贊助商
等。以今季為例，富力R&F班費高
達5,000萬元，但主場燕子崗體育場
最多只可容納數百人，對球會來
說，門票收入及獎金都屬杯水車
薪。
今次疫情影響最大的，也許是班

主的投資意慾。早前已有消息指
出，幾支地區球會在區議會選舉之
後，都因議席變動而影響到未來撥
款。如果連班主也撤資，組軍方面
肯定出現問題，更談不上會出高薪
去挖角，球員身價更難望增長，甚
或出現減薪潮。現時已有不少港超
球會的青訓教練，因為球季停擺而
零收入，當中有人要轉行做裝修工
人及出租車司機。若情況持續，球
圈恐怕會再次回到冰河時期。

前港協會長沙理士昨舉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
會（港協暨奧委會）永遠名譽會長
沙理士GBM太平紳士，昨日於中
環聖若瑟堂舉殯，港協暨奧委會高
層如霍震霆和王敏超皆有出席。沙
理士於本月 6 日辭世，享年 100
歲，這位體壇巨人為港協暨奧委會
創會成員之一，先後出任義務秘書
長、主席、會長及永遠名譽會長，
服務該會超越半個世紀，在本港體
育發展的不同階段運籌決策。

球 賽 停 擺 球 會 無 收 入

北京冬奧組委
尊重推遲東奧

香港奧委會獲獨家食品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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