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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巷节衣缩食为求高回报
中超球会该不该建球场

2019年4月16日
星期二

阿森纳原主场海布里球场，修建
于1913年。2003年，阿森纳得到阿联酋航空1

亿英镑的球场冠名赞助，随后在伦敦的阿什伯顿
地区修建新球场。2006年，实际花费4.7亿英镑的酋长球
场建成后，阿森纳搬入新球场。酋长球场的巨大影响是
显而易见的，阿森纳的比赛日收入从海布里时的3740
万英镑增长到现在的9000万英镑（差不多每场比赛都

比以前多赚100万英镑），而这还没包括其他商业收入。
此外，海布里球场也没浪费，他们将其改建成的

住宅公寓仅在2011年就收入了1.57亿英镑。经济上的
成功使得阿森纳在2010年就有能力还完银行贷款，
并且以全欧洲经济基础最好的俱乐部的形象出现。
欧足联称赞阿森纳是值得其他所有俱乐部效仿的遵
守“财政公平政策”的俱乐部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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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数控专业2016级吕承翰就业协
议书（1296320193358）遗失
●成都金淮小针刀技术研究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1010034�
1485624W）经董事会决议已向
研究所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本研究所清算组申报其
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成都红征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行： 工行成都高车支行，
账号 ：440225109000006901）原
法人罗正卿的《印章销毁证》遗
失，罗正卿本人法人印章作废。
●金牛区叶庆林健康咨询服务
部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和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市金牛区虹 168商贸行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00MA6CQD7P59） 正副
本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武侯区亿海机械设备
经营部税务登记证 （纳税人识
别号510122197905139564）正副
本遗失作废。

●遗失成都壹购锦兴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专用收据（NO.00408�
95）， 金额一万元， 开票日期
2018.12.17，声明作废。
●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红南港社区支行营业
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MA61W8JL8L) 遗失作
废，特此声明。

●金牛区兴汇玉装饰材料经营
部营业执照 （注册号5101066�
01042452）正副本、税务登记证
（识别号510802196606184216）
正副本及公章遗失作废。
●成都市青羊区苏坡万家湾村
5组户主黄建通， 不慎将2008年
8月8日缴纳的房屋补差款2张票
据分别为1046元和6975元遗失，
特登报声明。

●本人甘建军杨婵购买恒大帝
景楼盘7栋2422号房的成都晨
明置业有限公司购房收据 （房
款金额137745元）遗失作废。
●武侯区蓝魅之夜茶餐厅税务
登记证遗失作废， 纳税人识别
号511321197810017965。

●成都捷力达科技有限公司税
务登记证正本（税号：9151010
0099874022Q）遗失作废，特此
声明。
●电子科技大学2018届毕业生
张庆昊， 报到证号2018106142�
01098，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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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道之②

英超球场被认为是
世界最专业的球场，面对
英国寒冷多雨的天气，仍
然能一年四季保持绿意
盎然。上个世纪30年代，
球场管理委员会（IOG）在
英超成立。他们会定期对
英国各个联赛的球场进
行评估，然后从中挑选一
个球场作为年度最佳球

场。这一举措不仅促进了各个俱乐部建设球场的意
愿，也吸引了不少国外球员来这里踢球。

更重要的是，商业头脑发达的英超人发现，一座顶级
的球场带来的不仅仅是观感的提升，还能带来巨大的门
票收入和赞助额的提升。这也使得英超球队不断地花费
巨资修建自己的“家”。伦敦的三支英超劲旅阿森纳、西汉
姆联和热刺近几年先后搬进了新主场，这三支球队恰好
代表了不同的球场修建和租赁模式，有节衣缩食当“房
奴”也要修建球场的，也有一口气签下99年租约的。

新白鹿巷模式新白鹿巷模式
白鹿巷球场修建于1899年，球场

最多能容纳36200人。随着球队战绩的提
高，球场的容量显得有些不足。热刺高层决定在

旧球场原址修建新白鹿巷球场（座位数：61500左
右），修建时短期租借温布利球场。

由于修建新球场耗资巨大，球场修建前期，俱乐
部采取边修边用的模式，仍使用旧球场。到了必须拆
除旧球场时，球队在一段时间先租借温布利大球场。
这种模式节约了买地支出，但是也将工期拖得无比
漫长，热刺新主场新白鹿巷球场从开始筹建到正式
启用，整整耗时18年、花费10亿英镑巨资。球场建设
费用飙升的部分原因在于建造了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的可伸缩草坪，这是英国第一个拥有两块草坪的球
场，其中一块草坪用于进行足球比赛，另一块草坪则
用于承办美式橄榄球比赛以及演唱会等。足球草坪
位于上方，总重量超过了1万吨，但在25分钟之内就
可以完成全部的伸缩工作。

新球场的坐席从原先的36000余人增加至61500
余人，新白鹿巷将超越酋长球场（60，432人）和伦敦
碗（60000人）成为全伦敦最大的球场。这座被热刺主
席列维形容为“世界级地标”的新球场除了成为欧洲

造价最为昂贵的球场之外，这座球场最大的特点还
在于可以承办美式橄榄球比赛。

新白鹿巷不仅会用于足球赛事，热刺俱乐部与
NFL签订了10年的比赛合同，每年会有两场美式橄
榄球赛在这里举行。因此，球场的设计兼顾了足球和
橄榄球，配备了两种运动所需要的设施，比如处于世
界领先水平的可伸缩草坪，在草坪下面是一个人工
平台，适用于多种活动，包括美式橄榄球；还有三条
球员通道，一条用以足球比赛，另两个分别为参加橄
榄球赛的主客场球队准备。

新白鹿巷的草坪与看台距离非常之近，超过了
任何一座类似的英国球场，这样球迷们可以尽享最
佳观赛角度！新球场的南端设计了一座单层观众席，
包含17000个座位。近2万名热刺球迷汇聚在南看台，
制造出山呼海啸般的声浪，是一副壮观的景象！除了
球场本身的功能之外，热刺还在周边设计了许多休
闲娱乐活动设施。旁边紧挨着球场的一栋新建筑里
会有一些极限运动设施，例如世界上最高的室内攀
岩墙。球场顶端建造了“天空走廊”，球迷们可以选择
在体育馆顶部走一圈，欣赏伦敦的风景。新白鹿巷球
场还是一个集衣食住行于一体的体育集合体。想要

去新白鹿巷看球的刺蜜们也不用担心食宿问题，俱
乐部会在球场附近建造一个拥有180间房间的酒店，
每天早上起来拉开窗帘就能看到新球场的风景。

为了修建这座宏伟的新球场，热刺过了很长一段
时间节衣缩食的日子，这个赛季甚至没有一个引援，
为的就是不影响新球场的开支。热刺之所以如此勒紧
裤腰带过苦日子也要花费巨资打造新白鹿巷球场的
真正原因是收入。在熬过苦日子之后，热刺的收入将
大幅度提高，新球场将成为真正的助推器。将主场临
时搬到温布利之后，热刺上赛季的收入达到了3.807亿
英镑，创造了俱乐部新高。同时，他们的工资单为1.47
亿英镑，仅仅是曼联的一半，也比阿森纳少了近1亿
英镑。这让他们上赛季的利润达到了1.129亿英镑，超
过了利物浦创造的足球俱乐部利润世界纪录。

2016-2017赛季，热刺的总收入为3.097亿英镑，
而2017-2018赛季飙升了近8000万英镑。这其中，温
布利的门票收入达到了4260万英镑，赞助收入则从
6070万英镑上涨到9350万英镑，商品收入也明显增
加。新白鹿巷球场的启用，会让热刺在2019-2020赛
季的收入进一步提升，这会有助于球队取得更加出
色的成绩。

西汉姆联队租借2012年伦敦奥
运会主体育场伦敦碗（座位数80000左右）

为球队主场，与掌管伦敦碗的英国国企伦敦遗
产发展公司签约99年，年租金250万英镑/25场，超过
25场每场需额外缴纳数十万英镑。

2014年西汉姆联生生从热刺、莱顿东方等球会手
中抢得这个租约，让不少人眼红。2016年，在英国14个
球迷组织组成的游说团体请愿下（近3万人签名支持），
法院判“伦敦遗产”公司将租约公开曝光：西汉姆联每
赛季只需要花250万英镑“租金”，就租用了累计花费纳
税人7亿英镑兴建的大型设施。难怪“隔壁邻居”、时任
阿森纳主帅温格表示：“西汉姆联真是中了大乐透！”

此前英国政府曾透露，伦敦碗的建筑成本约为
4.29亿英镑。为将其改建为专业的足球场，还将需要

2.72亿英镑的投入。而西汉姆联作为承租方仅仅负担
了1500万英镑。英国前体育大臣理查德·卡博恩借此
炮轰伦敦遗产公司浪费纳税人的钱，“西汉姆联仅仅
花了1500万英镑的改建成本，还有每年很少的一部分
租金，却基本得到了一个成本超过7亿英镑的体育
场。”既然自己花费不多，西汉姆联高层干脆大派红
利，他们宣布主场迁至伦敦碗后，最低价格的季票降
为289英镑，为英超最低。西汉姆联确实捡了大便宜：
按照合同规定，比赛日收入归俱乐部所有；“伦敦遗
产”将保留球场冠名权收入20年，超过400万英镑以上
将和西汉姆联对半分；场内餐饮50万英镑以上的收入
和西汉姆联七三分账；万一西汉姆降级，年租还将减
半。但是伦敦碗毕竟只有一个，以后捡这种大便宜的
机会怕是没有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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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名片”难给足球专用

2019赛季，16支中超球队联赛主场，能算得上专业足球场
的仅有上海虹口足球场。至于俱乐部拥有产权的球场，只有河
南建业的航海体育场一座。既专业又专属的足球场，目前在中
超还无从寻觅。河南建业是第一个也是目前中超俱乐部中唯一
拥有自己体育场的俱乐部。郑州航海体育场为郑州市标志性建
筑之一，总投资1.55亿元，总占地面积11万平方米，可容纳2.9
万名观众，2002年9月竣工。航海体育场近年也因为年久失修，
设备老化而饱受诟病。

中超大部分俱乐部租用的“奥体中心”，是一个城市的名
片，可以承办综合性赛事和演唱会等。如果把场馆卖给俱乐部
了，综合性赛事在哪里去办？奥体中心一般都是五六万人的容
量，而中超场均上座率不过2万多人，这样的空置和浪费也让
人心痛。

建造一座专业足球场谈何容易

目前中超球队所使用的球场多为大型综合体育场，最大的
特点是球场外有一大圈标准四百米跑道。而专业足球场外圈没
有跑道，球场更紧凑，球迷可以近距离地欣赏比赛，现场感、比
赛气氛以及观赏性大大好于大型综合体育场。我国很多的足球
俱乐部连自己的球场都没有，更别提专业足球场。

从长远看，建设专业足球场肯定是大势所趋，目前，已经有
多家中超球队有建造足球场的方案，包括恒大、大连、深圳等，
而上港2021赛季可以搬进浦东的新主场，这将是一座可以容
纳35000人的现代化专业足球场。而对中超俱乐部来说，自己建
足球场将面临两个巨大的难题，首先需要政府审批，另外还需
要大笔资金。大多数中国的足球俱乐部没有盈利能力，让他们
拿出一大笔钱，旷日持久地建一个专业足球场，在考虑投入与
回报的比例后，大多数俱乐部都会觉得：为什么不继续租用已
有的体育场呢？

职业化运作需要专业化足球场

除了河南建业外，其他中超俱乐部都是每年租赁体育场进
行比赛，其实租借球场现象在世界足坛并不罕见。在中国，球场
的管理权、改造权和使用权都归属当地体育局。据《中国体育报》
报道，即便是中小球场，中超俱乐部每场也需要支付场地租借费
20万元以上，如果是亚冠赛事租金还会成倍增加，另外还有一笔
不菲的安保费用，这些钱买来的仅仅是比赛的使用权。其余时间
场馆的运营，俱乐部基本是无权干涉。球场草皮因商演被毁、比
赛因主场相关活动延期、球场维护关系划分不清、俱乐部无权
对球场进行大规模改造等，这些均阻碍了联赛职业化发展。

从职业化和长远来看，拥有自己球场，几乎是世界上豪门
俱乐部的必然选择。在2019年德勤公布的上赛季欧洲职业足球
队营收榜上，前12个欧洲最赚钱的俱乐部都拥有自己的球场。
其中的尤文图斯到2011年才拥有自己的球场，近几年门票收入
平均约4000万欧元。在此之前，尤文在租借来的旧球场每年门
票收入则只有1000多万欧元。拥有自己的球场之后，尤文每年
收到的球场冠名费用也达到了千万欧元级别。而这些收入正是
拉开他们和其他意大利球队之间实力差距的根源。一支职业俱
乐部想要长远地发展，拥有自己的“家”是最好的选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鹏 胡敏娟 综合报道

16支中超球队
仅一家有自己的球场

中国足协副主席李毓毅3日表示，将用5至10年
时间，将中超打造成“世界第六大联赛”，但6日河南建
业客场挑战武汉卓尔的比赛就因场地不达标而改期举
行。纵观中超联赛，比赛场地问题屡见不鲜，球迷不禁
要问，为什么中超多数球队主场都是租借的场地，球场
到底谁管，为什么大多球队没有自己的专业足球场，建
一座专业足球场到底有多难？

花10亿英镑在原址重建球场 大投入博取大回报

新球场赚得更多 原址还能建公寓卖钱

捡大便宜签99年长约 球场低成本惠及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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