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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超的责任，还是模式的溃败？
从5年80亿元跌到10年110亿还是不堪重负，“版权泡沫”终被戳破

2015 年 9 月 25 日，在以 80 亿元天

价买下中超五年版权后， 体奥动力总经

理赵军如此表示：“我们觉得 （80 亿元）

并不贵，虽然看起来吓人，但是从五年这

个周期来说是看好的， 特别是在体育产

业这么好的环境下。 ”当时赵军的脸上写

满自信， 但如今的现实与他这一设想南

辕北辙。 今年 2 月 8 日，由于拖欠 2020

年应支付的版权费用， 中国足协向体奥

动力发去了解约函；本月初，中国足协与

中超版权实际拥有方 PP 体育（从体奥动

力购得版权）终止协议，双方的合作其实

已提前终结。

赛事更换版权合作方并不稀奇 ，而

中超与体奥动力的分道扬镳， 却有特殊

的意义———这意味着中超联赛的市场价

值将被重新评估， 一个溢价版权的 “泡

沫”时代走到了终点。

2020 年中超版权费体
奥动力仅支付了 1.5 亿元

关于中超联赛与体奥动力的合作 ，

有两件事情不得不提。其一，在体奥动力

用 80 亿元拿下五年版权的前一年，中超

联赛的版权收益仅为 7000 万元左右，堪

称“白菜价”。 其次，双方合作短短两年

后， 体奥动力就要求对中超进行重新估

值， 理由是外援使用人数缩减以及 U23

球员政策将影响赛事观赏性。 谈判开始

前， 曾经大谈美好前景的赵军已经否定

了自己过去的表态 ：“国内体育市场的

‘版权泡沫’该破裂了，当初买的是未来，

可未来迟迟不来 ，（因此 ） 需要重新谈

判。 ”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双方的合作周

期延长为 10 年，但总版权费用仅比之前

增加了 30 亿元，即总价 110 亿元。

让赵军没想到的是， 即便将年均版

权费从 16 亿元降到 11 亿元， 依然不足

以挤走水分。 从某种程度来说， 体奥动

力、PP 体育的违约自然与其母公司苏宁

体育资金紧缺有直接关系， 但同样也和

中超联赛多年来的不争气脱不了干系 。

巨额版权收益到来后， 中超俱乐部的年

分红从数百万元一跃涨至 8000 万元，但

整个联赛并没有向好发展， 反而因之前

“金元足球”的扩张而陷入恶性循环。 继

天津天海去年主动退出之后， 今年中超

联赛将迎来更糟糕的局面， 除去已经停

止运营的卫冕冠军江苏队外， 另一支传

统球队天津津门虎也早已命悬一线。 在

这样的大背景下， 版权合作方的确很难

有信心坚持下去 。 据悉 ， 从 2016 年至

2019 年，体奥动力按约定向中超公司累

计支付了 40 亿元的版权合作费用 ，但

2020 年的费用至今仅支付了 1.5 亿元。

新赛季中超即将于 4 月开幕， 根据

记者获得的消息，包括腾讯、咪咕在内的

多家企业已表现出对中超版权的兴趣 ，

但重新估值之后的费用必然会大幅度下

滑。有消息称，中国足协和职业联盟筹备

组有意将中超版权从过去的“独家”模式

重新改回“分销”，即与更多的平台和媒

体展开合作， 为联赛版权的多样化运营

尝试更多可能。

从天盛、乐视再到 PP 体
育，接连炒出“版权泡沫”

中超联赛需要合理估值毋庸置疑 ，

但将中超天价版权这个 “泡泡 ”真正吹

大的，并非联赛本身。 从 2007 年开始 ，

中国企业便频频以溢价收购体育赛事

版权。

2007 年 2 月 12 日， 天盛传媒宣布

旗下欧洲足球频道获得 2007 至 2010 年

英超的中国大陆地区独家转播权， 并采

用付费收看模式。此后三年，中国球迷想

要收看英超就需支付每月 188 元的收视

费。 而为了得到这一版权，天盛 5000 万

美元的报价要比竞争对手 （ESPN）高了

足足 1500 万美元。 尽管如此，当年天盛

传媒 CEO 宋政仍对前景非常乐观 ，“中

国有 3000 万英超球迷，我们只要让其中

十分之一的人掏腰包就成功了。 ”最终，

只有 3 万用户的天盛传媒在 2010 年宣

告破产。

天盛传媒之后， 将各项赛事版权炒

出天价的是乐视体育。 2015 年，乐视体

育以 1.1 亿美元的高价击败众多对手 ，

夺得 2017 至 2020 年亚足联旗下所有赛

事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全媒体版权。 金钱

开道的乐视体育从此开始野蛮生长，最

顶峰时， 手中握有 310 项体育赛事的版

权，时任公司副董事长的马国力坦言，很

多版权的费用高到 “连卖主都想不到”。

急速扩张，版权费惊人，投入和回报的极

度不成正比， 加之众所周知的母公司不

断“吸血”，乐视体育也很快倒下。

随后， 接力棒交到了苏宁体育的手

中 。 2013 年 ， 苏宁体育收购 PP 体育 ；

2015 年 PP 体育以 2.5 亿欧元的价格买

下随后五年中国大陆地区的西甲转播

权， 打响了炒热版权的第一枪；2016 年

底，PP 体育以 3 年 7.21 亿美元成功竞标

2019 至 2022 年中国大陆地区的英超转

播权， 而新英体育与英超的前一份合同

仅为 6 年 1.56 亿美元，PP 体育的年平均

价格是新英的 9.24 倍；2017 年， 苏宁体

育通过收购华人文化持有的体奥动力股

份，成为后者的控股方，进而掌控中超版

权。 最高峰时， 苏宁体育几乎将除奥运

会、世界杯、NBA 之外的热门体育赛事版

权一网打尽。

就在外界认为苏宁体育将凭借其母

公司雄厚的资本支撑住各种巨额版权支

出，最终的结果依然不堪。 2020 年 9 月，

PP 体育因无力支付英超版权被单方面

终止合作，今年 2 月初，意甲联赛和英格

兰足总杯也相继停播， 直至如今与中超

的合作终结。

PP 体育总裁王冬在与英超终止合

作时说道 ：“体育赛事版权市场回归理

性， 将是疫情后体育产业最大的趋势之

一。如果价值体系不能回归正常，同样的

事情就会不断发生。 ”泡沫终究会有破灭

的一天， 因此对于低谷中的中国足球而

言，当下破灭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布里斯班成奥运改革首片试验田
成为史上首个“首选举办城市”，有望举办2032年夏奥会

今夏东京奥运会的命运仍扑朔迷

离， 国际奥委会的目光却已投向 11 年

后，于近日宣布澳大利亚第三大城市布

里斯班成为 2032 年奥运会 “首选举办

城市”。

在许多人的固有印象中，奥运会的

举办城市往往提前七年通过申办竞选

产生，而所谓的“首选举办城市”是完全

陌生的说法。 这一切的改变始于国际奥

委会针对奥运申办程序的改革，若要用

一句时下流行的话语描述这场改革的

原动力，那就是“时代变了”。

四年前多座申办城市退
选成为导火索

按照过往流程 ， 有意承办奥运会

的城市需要通过持续近两年的申办过

程， 向国际奥委会及其委员展示竞争

力， 并最终在国际奥委会全会上通过

全体委员投票决出举办权 。 这一过程

牵扯的精力与财力不言而喻 ， 若最终

落选 ， 将是对申办城市的极大打击 。

只不过 ， 在奥运会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之下 ， 总有大批城市甘愿投身竞争之

中。 然而同样不容忽视的是 ， 随着奥

运会规模增长 ， 办赛成本一路水涨船

高， 希腊雅典 、 俄罗斯索契均成为在

举办夏季或冬季奥运会后陷入 “蒙特

利尔陷阱 ” 的典型———1976 年蒙特利

尔奥运会后， 大量场馆沦为 “白象 ”，

加拿大政府账面一度出现巨大亏空 ，

“蒙特利尔陷阱” 一词进而诞生。

在体态愈发臃肿的情况下，奥运会

一度陷入两难境地。 一方面，全球不少

大城市已举办过这一盛会，或并不需要

借助这一契机改善城市基建、提升国际

影响力；而对于小城市而言 ，经济体量

本就有限，场馆资源和城市基建又相对

匮乏， 需投入大量资金改善硬件条件，

又进一步推高了办赛成本。 这一矛盾在

2017 年彻底爆发。 这是决定 2024 年夏

奥会举办权归属的年份，却遭遇了美国

波士顿、意大利罗马 、匈牙利布达佩斯

等多座申办城市中途退出的尴尬。 面对

仅有的两座坚持到底的城市，国际奥委

会破天荒地同时宣布了两届夏奥会举

办权的归属， 分别将 2024 年夏奥会与

2028 年夏奥会举办权授予法国巴黎与

美国洛杉矶。

在当时的情境下 ， 这几乎是国际

奥委会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 ， 但问题

在于这一方式并不具备持续性与可复

制性， 因此才会有 2019 年的改革。 这

场改革标志着奥运申办制 ， 以及在奥

运申办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 “评估

委员会”， 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取而代

之的则是邀请制 。 与邀请制一同诞生

的， 还有 “夏季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

与 “冬季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 ” 两大

组织 。 在新机制下 ， 将由奥运会举办

地委员会出面 ， 与所有有兴趣承办奥

运会的城市进行探索性的 、 非承诺性

的对话 ， 并从中作出选择 ， 向国际奥

委会推荐单个或多个候选城市。

“布里斯班 2032”并非
板上钉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有了布里斯

班如今成为 2032 年奥运会 “首选举办

城市”的说法。 作为史上首个奥运首选

举办城市，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首府在国

际奥委会的这场改革中扮演了试验田

的角色。 与以往申办奥运会的城市不同

的是，布里斯班不仅节省下了大笔申办

开支，国际奥委会甚至还会承担其中一

定比例的开销。

至于为何在 2021 年就急切地公布

这一决定 ，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解

释是 “基于不确定性”。 “新冠疫情的

影响让全世界都不得不面对着充满变

数的生活 ， 这种不确定性甚至在疫情

结束后仍会持续。” 在巴赫看来， 当布

里斯班奥申委与澳大利亚奥委会交给

自己一份极为出色的方案 ， 奥运会举

办地委员会没有理由选择拒绝 ， “这

是一份理念超前的方案 ， 布里斯班拥

有举办大型赛事的经验、 宜人的气候，

八成到九成的场馆可通过现有场馆改

建而成。” 其中最后一点尤为关键， 在

国际奥委会倡导的节俭办赛理念之下，

布里斯班奥申委对于现有场馆资源的

高效利用 ， 是打动夏季奥运会举办地

委员会的重要原因。

那么，“布里斯班 2032”已是板上钉

钉？ 对于这一点，就连巴赫本人也予以

否认。 尽管澳大利亚媒体本周已大规模

展开关于选择奥运场馆的讨论，但无论

从程序或实际情况出发，以匈牙利首都

布达佩斯为代表的其他竞选城市仍有

机会竞逐 2032 年奥运会的举办权 ，前

提是夏季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在与布

里斯班奥申委、澳大利亚奥委会展开针

对性对话后，无法就夏奥会的筹备工作

达成共识。

目前只能说，布里斯班确实在 2032

年夏奥会举办权的竞争中处于领跑位

置，并且掌握了主动权。 时代发展至今，

绝大多数城市在权衡是否需要及如何

举办奥运会的问题上已趋于理性，不会

盲目投入或许下不切实际的承诺。 已经

“订婚” 的布里斯班与国际奥委会仍将

面临一系列实质性问题，这将考验双方

的姿态和诚意。

能容纳 5.25 万人的布里斯班体育场始建于 1914 年， 曾作为 2015 年亚洲杯小组赛比赛场地。 视觉中国

国羽“闭门迎考”无惧挑战
东京奥运会力争五金

随着瑞士公开赛本周如期开拍，

停摆近一年的羽毛球东京奥运会积分

赛正式重启。 而作为世界羽坛的 “金

牌之师”， 积分基本无忧的中国羽毛

球队选择继续留在国内集训， 按照自

己的备战节奏冲刺奥运。

“从始至终， 我们每个项目都力

争冠军， 只是有的项目更具竞争力，

有的稍微困难一点 ， 但也有机会 。”

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国家羽毛球队与尤

尼克斯战略合作发布会上， 中国羽毛

球协会主席张军表示， 尽管疫情给备

战带来挑战， 国羽冲击奥运五金的目

标依然坚定 ， “奥运是体育人的大

考， 原本四年一届， 这一次我们花了

五年时间来等待， 希望队员们能在东

京奥运的赛场上充分展现竞技魅力。”

此前， 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

公司公开择优， 尤尼克斯正式成为国

羽服装器材合作伙伴， 双方合作期长

达八年。

受新冠疫情影响 ， 自去年 3 月

全英公开赛后 ， 国羽就一直处于封

闭集训状态 ， 缺少国际赛事的练兵

机会是奥运备战面临的最大难题 。

混双名将郑思维就坦言 ： “长时间

没参加国际大赛 ， 无法了解国外对

手的状态 ， 无法判断与他们的具体

差距。” 为尽可能降低外战骤减的影

响， 国羽教练组通过视频录像分析、

队内模拟对抗等形式 ， 检验队伍训

练成果 ， 帮助队员寻找比赛状态 。

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夏煊泽表示，

“不能近距离观察对手， 我们就通过

原有资料和近期比赛录像 ， 进行针

对性的对手研究 。 在没有太多比赛

的情况下 ， 运动员的时间和精力也

相对充沛一些 ， 可以更专注地进行

深入细致的针对性训练。”

根据计划， 国羽最早将在 5 月重

返国际赛场， 参加当月举行的马来西

亚公开赛以及 6 月初的新加坡公开

赛， 但能否最终成行仍要视全球疫情

形势而定。 在此之前， 国羽队员们将

返回各自地方队， 参加 4 月初的全运

会预赛。 “条件允许的话， 我们也迫

切希望队员参赛， 这样才能真正体会

到训练成效， 也能在更换装备后积累

更多实战经验。” 张军坦言， “放弃

几站比赛对世界排名肯定有一定影

响， 但对奥运积分影响不大。 我们会

更好地计划， 保证积分的同时也保证

队员的健康。”

疫情带来了无赛可比的烦恼和史

无前例的超长备战期， 但另一方面，

也让一些饱受伤病困扰的选手获得了

额外的恢复时间。 据夏煊泽透露， 目

前队伍的伤病问题已得到有效控制，

能保证正常备战奥运会。 作为男单新

一代领军者 ， 2019 年曾遭遇严重伤

病的石宇奇直言奥运延期对自己是利

好消息， “这段时间对我来说确实非

常难得， 感觉自己已慢慢恢复到九成

甚至十成的水平， 非常期待奥运比赛

到来的那一天。”

大体协雪上运动分会成立
本报讯 （记者陈海翔） 中国大学

生体育协会雪上运动分会成立大会昨

天在吉林市万科松花湖滑雪场召开。

去年 11 月 12 日， 大体协面向全体会

员单位征选冰上运动分会、 雪上运动

分会挂靠单位， 经过会员单位积极申

报、 初评、 专家推荐等环节， 吉林省

学生体育协会最终成为雪上运动分会

筹备单位。

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

副秘书长、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副主

席张爱龙在发言中充分解读了发展冰

雪运动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也对雪上

运动分会今后的工作作出了要求和部

署， 他希望在多方努力下， 我国高校

雪上运动项目能有突破性发展， 真正

实现雪上运动项目在我国高校范围内

的普及和提高。

吉林省教育厅副厅长孙长智表

示， 将全力支持大体协的各项工作，

吸引专业人才， 积极举办、 承办区域

及全国高校冰雪运动竞赛、 培训等活

动， 使雪上运动分会真正成为促进全

国校园冰雪运动普及、 提高、 交流、

展示的平台。

超级大乐透第 21023 期公告
中奖号码：

07＋09＋13＋16＋32 02＋09

一等奖 2 10000000 元

一等奖（追加） 1 8000000 元

二等奖 70 187612 元

二等奖（追加） 22 150089 元

三等奖 168 10000 元

四等奖 631 3000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1090709659.76 元

排列 5 第 21052 期公告
中奖号码： 9 8 6 5 9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21052 期公告
中奖号码： 9 8 6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迷你城市”绝非体育荒漠

回首奥运会逾百年的壮阔历史，诸

多东道主城市中向来不乏北京、 东京、

里约热内卢、 墨西哥城这般的巨型都

市，或是罗马、雅典、巴塞罗那那样的历

史名城。 倘若布里斯班最终获得 2032

年夏奥会举办权，这座澳大利亚第三大

城市所在的大都市圈人口不过 250 万

左右， 将成为继 1952 年的赫尔辛基以

后最“迷你”的夏奥会举办地。

但布里斯班绝非体育的荒漠， 从

为澳大利亚斩获冬奥会首金的男子速

滑名将布拉德伯里、 前男子网坛世界

第一拉夫特 ， 再到高尔夫传奇诺曼 、

奥运游泳冠军苏西·奥尼尔 ， 这片土

地曾孕育了许多在各自领域取得杰出

成就的体育人， 也积累下深厚的体育

底蕴。

谈及布里斯班申办奥运会时的优

势，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多次提及两

点———丰富的大型赛事举办经验以及

数量可观 、 规划合理的现有体育场

馆。 与大洋洲多数城市一样， 板球与

澳式橄榄球是布里斯班人的挚爱， 这

里先后作为多届橄榄球世界杯、 板球

世界杯的举办地， 熟悉商业赛事的办

赛逻辑 ； 也曾于 1982 年 、 2018 年两

度举办英联邦运动会的部分赛事， 对

于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同样不陌生 ；

2000 年的悉尼奥运会， 布里斯班板球

场承接了男足项目六场小组赛及一场

淘汰赛的任务， 当年的八强赛上喀麦

隆队正是在这里通过加时赛战胜了小

罗率领的巴西队； 在布里斯班举办过

的比赛中 ， 时常被遗忘的则是 2001

年的友好运动会， 这场曾为缓解两大

阵营政治对立而创立的体坛盛会在这

里上演绝唱。

诸多大型赛事办赛经历的背后，是

布里斯班丰富的场馆资源。这些场馆功

能区分明确，坐席划分合理，尽管岁月

久远，但经历了近代的多次修建之后仍

堪大任。其中最为中国体育迷所熟悉的

或许是能容纳 5.25 万人的布里斯班体

育场 ，2015 年亚洲杯小组赛中国男足

在这里先后击败沙特与乌兹别克斯坦。

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 ， 这片场地是

1914 年在一片墓地上建成的， 此后曾

经历数次重建，最近一次迄今还不到十

年。 作为悉尼奥运会男足比赛场馆之

一 ， 布里斯班板球场年代更为久远 ，

1895 年这片综合性运动场就已拔地而

起，并在 1993 年与 2005 年经历了两次

大规模重建。 除为承接戴维斯杯、联合

会杯而于 2009 年建成的昆士兰网球中

心外，布里斯班当地其余体育场馆大多

数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或更早期， 但由

于长期承担各类办赛任务，这些“老古

董 ”始终处于工作状态 ，只需稍加 “恢

复”即可应对奥运重任。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 ，布里斯班

奥申委的目标不仅是以上这些体育

馆 ，就连建成不久的娱乐设施都有可

能投入奥运会的筹办工作中 。 譬如专

为各类演唱会 、 艺术展兴建的场馆

“Brisbane Live （布里斯班直播 ）”，很

有可能在奥运会期间被改装为游泳

场馆 ，待盛会落幕后 ，则将拆除泳池 ，

一切照旧 。 这种利用一切资源 、精打

细算的作风 ，正与国际奥委会近年来

不断为奥运瘦身的理念不谋而合 。

■本报记者 谢笑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