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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俱乐部球衣销量排行榜

1

皇马

/

曼联

140

万件

3

巴塞罗那

115

万件

4

切尔西

91

万件

5

拜仁

88

万件

6

利物浦

81

万件

7

阿森纳

80

万件

8

尤文图斯

48

万件

9

国际米兰

42.5

万件

10 AC

米兰

35

万件

NCAA总决赛落幕

康大四度问鼎

昨日， 一年一度的

NCAA男篮总决赛终于到

来， 为了这一天，NBA停赛

让路，所有篮球迷的目光都

被这场大学篮球的决赛所

吸引。最终，康涅狄格大学

以60比54击败了肯塔基大

学，队史第四次夺得冠军奖

杯。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综合报道

欧冠

1/4

决赛次回合

10

日（周四）

02:45

马竞

VS

巴萨（首回合

1

比

1

）

CCTV5+

拜仁

VS

曼联（首回合

1

比

1

）

CCTV5

欧冠1/4决赛次回合两场重头戏即将打响，如

日中天的拜仁将在主场迎来落魄豪门曼联。 虽然

拜仁目前在赛场上有种不可一世的霸气， 但从赚

钱能力而言， 拜仁可被曼联及皇马等球队远远抛

在身后。据德国《镜报》日前报道，皇马和曼联在

去年都卖出了140万件球衣， 并列球衣销售榜第

一。其中，效力于皇马的C罗的球衣在上赛季销售

量已经超过100万件，而欧冠卫冕冠军拜仁全队的

球衣销售量也不过88万多件。

这一数据是Purely� Footbal公司公布的， 根据

他们调查，皇马和曼联并列第一，成为去年球衣

销量最多的俱乐部， 两家俱乐部的球衣销量都

超过了140万件，排名第三的是巴萨，球衣销量

为115万件，英超俱乐部切尔西球衣销量排名第

四。排名第五的拜仁只有88万件，这还不到皇马

一哥C罗一个人的球衣销量（100万件）。

据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在西班牙一件C罗

的正品球衣售价为85欧元，100万件意味着约

8500万欧元的销售额。美国彭博电视台曾表示，

在贝克汉姆时代，皇马22%的收入直接来源于球

衣销售，而现在C罗给皇马带来的利润之巨不言

而喻。《马卡》报表示，能够和C罗球衣销售量相

提并论的，也只有齐达内、贝克汉姆这些巨星。但

如果比较球衣销量的增长速度，C罗超越了任何

时代的皇马球星。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整理

索普遭遇术后严重感染

昨日下午，《悉尼先驱晨报》曝出

澳大利亚游泳名将索普由于肩部手术

后遭遇严重感染， 住进了悉尼医院的

重症监护室， 甚至可能无法再使用左

手。此消息一出，迅速引起外界关注，

索普的经纪人詹姆斯·厄斯金随后在

接受ABC（美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

否认这一说法， 他表示索普确实遭遇

了术后感染， 但目前只是被使用了大

量的抗生素，并没有住进重症监护室。

31岁的索普曾夺得5枚奥运会金

牌，拥有11个世界冠军头衔，并13次打

破世界纪录， 被誉为澳大利亚体坛的

旗帜性人物。然而，近一年来索普却是

状况频出，年初被人发现他神志不清，

悄悄闯进邻居家的私家车， 甚至惊动

了警方， 事后警方证实他是因为服用

抗抑郁症的药物产生幻觉， 错将那辆

车认定为朋友的车。索普承认，自己不

仅酗酒，还患有深度抑郁症。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整理

场地运营成本也是体育部的主要支出。

“我们在2012年用于两个主要场馆的场地维

护和运营成本达到了320万美元。” 俄亥俄州

立大学体育部主管史密斯说，“除了员工工资

之外，另外一笔巨大的开支是学校收取的。由

于我们体育部享用了不少学校本身的服务，

比如场地维护、垃圾处理、整体采购、财务等，

每年我们要给学校支付不少于500万美元的

相关服务费。”

NCAA男篮主帅年薪排行榜TOP3

姓名 所属大学 年薪

1

、迈克·沙舍夫斯基（老

K

教练） 杜克大学 约

968.2

万美元

2

、里克·皮诺蒂 路易斯维尔大学 约

575.8

万美元

3

、约翰·卡利帕里 肯塔基大学 约

551.1

万美元

阿肯色大学位于拥有7万人口的美国中

部大学城费耶特维尔， 该校体育部对当地产

业的贡献巨大，仅在2013年，他们给当地带来

1.53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而在未来的5年来内，

经济效益将会达到10亿美元。

看似规模不大的体育部如何创造出如此大

的商业价值？ 主管朗格向记者分析了体育部的

主要收入来源。“我们在2013年收入达到7563万

美元，这其中绝大多数的贡献来自门票收入。最

主要的收入来自门票，达到3684万美元，占收入

的一半。这主要是来自美式足球、男篮和棒球比

赛的贡献。而其他奥运项目基本上贡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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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薪百万美元比比皆是

大学体育教练，美国最牛公务员！

成都商报特约记者探访美国3所高校，独家揭秘NCAA的赢利模式

NCAA赚钱有道

□

斯蒂芬·迪特摩尔

（美国高校体育研究专家）

各国体育产业发展不同，

而在美国， 高校体育是美国产

业的主要支柱之一。

NCAA

的

美式足球和男篮影响力巨大，

刚刚结束的

NCAA

男篮赛事吸

引了极高的收视率， 品牌价值

甚至超越了美国职棒联赛和

NBA

。

NCAA

为何如此成功 ？

这和美国的历史地理有关，由

于美国大多人都接受过高等教

育， 因此本身对于大学的感情

就很深厚； 加上公立大学多数

坐落于人口少、 环境简单的大

学城， 这也使得大学体育天生

就积累了很大的受众群体。

传媒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由于

NCAA

本身很大的受众

群，很高的收视率，这也制造出

了

CBS

付出

100

亿美元签下了

NCAA

男篮锦标赛转播权（

14

年）这样的天价合同。而

NCAA

无论是美式足球还是男女篮比

赛， 都喜欢签长期的电视转播

权合同， 虽然平均转播收益不

及其他职业联盟， 但是长期合

同帮助他们很好地规避了风

险。

NCAA

按照地理划分了不

同的联盟， 每个年度多数比赛

都是联盟内高校之间的相互竞

争， 这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很

强的对抗氛围， 也更利于商业

开发和招商。 不少高校都是与

IMG

这样的经纪公司合作进行

商业开发， 这确保了高校体育

部每年的市场受益很稳定，旱

涝保收的同时， 把市场开发压

力丢给了

IMG

。

相比较职业体育，

NCAA

赛事竞争激烈，但是竞技水平并

不及

NBA

和

NFL

， 然而体育迷

们愿意去观看这些年轻的大学

生们如何实现梦想上演的是真

实版的“体育真人秀”，人们喜欢

看这样的奇迹在自己的身边发

生。 而

NCAA

也从来不忘记娱

乐大众，不是所有人都单纯去看

比赛，更多人喜欢看热闹。一场

美式足球比赛前和中间都穿着

各种拉拉队和管乐仪仗队的表

演， 让人们看得够开心够热闹，

娱乐味够重就足够了。

收入来源1：门票成主打

阿肯色大学体育部去年收入7563万美元

收

会员和企业家赞助也是高校的主要资

金来源之一，2013年阿肯色大学体育部得到

了1069万美元的资助，这要归功于位于该州

的世界500强之首的沃尔玛的贡献。 而学校

也会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来拓展资源。耐克

的总部正处于俄勒冈州，俄勒冈大学体育部

总监穆勒恩斯透露，“我们与耐克的合作非

常紧密，每年能得到超过200万美元的赞助，

赞助的方式不仅仅是现金，还是他们提供一

些球衣供我们销售。

来自NCAA各联盟的资金支持也是体育

部资金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联盟每年将

赛事转播权打包出售， 之后将这笔收益分给

各高校。以SEC为例，2009年，他们与CBS签署

了为期15年的8.25亿美金的赛事转播合同，与

此同时也与ESPN� 签署了22.5亿美金为期15

年的合同。 每个学校能够每年从电视转播中

获得1740万美金。

不少公立大学体育部会从该校或者当

地政府得到一定的资金支持。 以乔治亚理

工大学为例， 体育部在2011年从学校得到

了167万美金支持，多数的体现在学校将一

些运动员的州外学费减免为州内学费，减

轻了不少体育部的负担。在美国有的州，通

过立法的手段来给学校体育提供资金支

持。在伊利诺伊州，州政府允许公立学校每

年拿全年学费的1%用于减免女学生运动

员的学费。 有的州则通过拨款的方式来资

助高校体育发展， 俄勒冈大学体育部在

2011年就从州政府得到近 96万美金的资

助， 而这部分钱也是该州政府通过出售彩

票的方式来实现的。

收入来源2：转播权出售

每个学校每年能从电视转播中得1740万美元

收入来源3：政府支持

俄勒冈大学体育部2011年从州政府得到近96万美元的资助

收入来源4：商业赞助

耐克每年赞助俄勒冈大学体育部超200万美元

花销1： 高薪养帅

肯塔基大学主帅每赛季收入超500万美元不逊NBA教练

每年各高校体育部的花销也

不小，主流院校三大项目的教练年

薪都过百万。阿肯色大学美式足球、男篮和棒

球主帅的年薪分别是320万、220万和100万，如

果带队取得一定的名次仍然会有格外不菲的

奖金。NCAA的男篮教练赚的薪金也丝毫不比

NBA教练差，特别是一些名校、名帅，比如路

易斯维尔大学的皮蒂诺教练的年薪就轻松过

500万美元，肯塔基大学主帅约翰·卡利帕里的

年薪加奖金每赛季也超

过 500万美元， 比起

NBA一些球队主帅仅

200-300万美元的年

薪，真是富裕许多，而NBA名帅里弗斯

在凯尔特人队时的年薪也不过只

有700万美元。据统计美国各

大州收入最高的 “政

府公务员” 竟然绝

大多数是该州州立

大学的体育教

练。

花销2：运动员奖学金

俄亥俄州立大学为1000名学生运动员支出1570万美元

学生运动员的奖学金也是很大部分的

支出。NCAA一级和二级的学校都有资格

给学生运动员提供奖学金。 俄亥俄州立大

学是全美高校中学生运动员人数最多的学

校之一， 据该校体育部主管史密斯介绍，

拥有1000名学生运动员的他们给学生提供

免学费、住宿、差旅等费用支出高达1570万

美元。

花销3：场地运营成本

俄亥俄州立大学体育部每年还要给学校支付不少于500万美元的服务费

支

成都商报特约记者

李博 发自美国

没奖金没收入

他们却不抱怨

两名NCAA学生运动员讲述自己的“业余之路”

对于NCAA运动员而言，最大的争议和挑战就是他们必须保持自己

“业余运动员”的身份，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拒绝一切诱惑，他们不得不放

弃所有奖金、拒绝所有的赞助商，只在学校做一名热爱运动的学生。为了

确保大学生运动员的“业余身份”，NCAA不但要求所有学生运动员不能

接受各种奖励，甚至要求他们在享受奖学金期间不能在其他地方工作，这

个条例直到2011年才进行修正，然而一周要训练40个小时的学生运动员

们也几乎没有时间能够参与其他的工作。

伦敦奥运会男子双人10米跳台

的铜牌得主尼克·麦克洛伊对自己的

另一个身份更加珍惜———杜克大学

的学生。 在伦敦奥运会夺得奖牌后，

麦克罗伊几乎消失在了国际赛场上，

他把心思都花在了课堂里，另外他仍

然保持着一个身份———NCAA的运动

员。在不久前，他刚刚四度蝉联NCAA

大学生比赛男子10米台的四连冠。麦

克罗伊为了保持这个身份放弃了很

多， 他放弃了奥运奖牌拥有的奖金，

也拒绝了赞助商送来的签约合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我喜欢参

加NCAA的比赛， 我也喜欢在校园的

生活，我不后悔做出的这个决定。”麦

克罗伊说，“虽然我可能会有一些经

济上的损失，但是长远来看，完成学

业的过程更重要。” 为了与职业运动

员区分开来，NCAA一直有非常严格

的准入规定 。 所有想在大学成为

NCAA运动员的人在入学前就会进行

非常严格的身份审查。

讲述人1：尼克·麦克洛伊（跳水运动员）

“我不后悔放弃奥运铜牌奖金的决定”

22岁的布兰顿是阿肯色大学野猪

队的主力四分卫， 也被看好很有机会

在毕业后参加NFL的选秀。 虽然他上

赛季表现平平， 但是身着10号球衣的

他人气很高，他的球衣（NCAA要求不

能印名字只能印号码） 一直是过去两

个赛季最火爆的。尽管如此，他仍然不

赞同NCAA球员领取薪酬。

“有人说美式足球运动员应该

拿薪酬， 但是这样会造成对其他项

目的运动员非常不公平， 这是无法

实现的。” 布兰顿说。“学校给我们

提供奖学金，帮我们支付了房租，帮

我们买了最高额的保险， 同时负担

各种营养品和其他开销， 对此我已

经非常满足了。既然是业余运动员，

我们就在转职业之前不该考虑收入

的事情。”

讲述人2：布兰顿（橄榄球运动员）

“业余运动员在转职业之前不该考虑收入的事情”

足协再审“刘健转会纠纷”

知情人称中能提出和解

昨日， 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再度

开庭审理刘健转会纠纷一事。 知情人

士向新华社记者透露， 青岛中能在仲

裁期间首次提出庭外和解意愿， 但中

能相关人士对此不予置评。

据知情人士介绍， 青岛中能在当

日的仲裁期间首次提出庭外和解意

愿， 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征求了广州

恒大的意见后决定给中能一到两天时

间作出和解方案。不过，这只是表明该

事件有了初步结果， 中能和恒大双方

还要履行相关程序。 中国足协最快可

能会在两天后公布最终结果。

该人士表示， 这意味着刘健将有

望被裁定为自由身， 而一旦作出这一

裁定，刘健马上就能注册成功，并不存

在二次转会问题。 这一观点记者在中

国足协职业联赛理事会执行局处也得

到了印证。

不过， 中能相关人士对“庭外和

解”的说法不予置评。该人士说，今天

的仲裁没有任何结论，按照中国足协的

保密要求， 中能不方便透露任何信息，

不方便作任何评价；此事以中国足协最

终裁定为准， 此前的一切消息都是传

言；今天的仲裁没有透露出任何对中能

不利的信息；中能从仲裁之初就强调对

续约合同进行司法鉴定。

据新华社

产业

2

美国大学体育一直是美国体育产业中的主要支柱，在盈利

方面，他们仅次于北美美式足球联赛和美职棒，位列第三。

每年美国各高校体育部的花销不小，主流院校三大项目的

教练年薪都过百万美元，如果带队取得一定名次还会有格外不

菲的奖金。

花钱

赚钱

核心

提示

NCAA： 妖星死亡

之扣 康大冠军时刻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昨 日 的

NCAA

男 篮 总

决 赛 场

面 依 旧

火爆

球票是大多数高校体育

部收入的主要来源

C罗去年球衣销量过百万件

C

罗踢球帅，球衣也好卖 图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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