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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球员

总薪水TOP10
1·凯文·加内特
21个赛季 3.26亿美元，

年薪最高 2800万美元。
“加内特的表现是否配得

上森林狼和凯尔特人给出的
大合同？”关于这个问题，每一
名球迷都有自己的答案。但至
少，作为森林狼队史最佳球
员，他值得队伍为他送上的一
切形式的肯定。

2·科比
20个赛季 3.23亿美元，

年薪最高 3050万美元。
他是过去 2 0 年间整个

NBA 的旗帜。在他身上，有过
争议、失落，但更多的是执着、
辉煌，科比对得起他在这个联
盟中赚到的每一分薪水。

3·哈登
14 个合同赛季 3 . 17 亿

美元，年薪最高 4687万美元。
在雷霆做第六人期间哈

登的年薪不过 500 万美元，而
加盟火箭以后由于个人表现
突出，一向吝啬的莫雷也不得
不开出总值 2 亿多美元的超
级合同来留住哈登。

4·奥尼尔
19个赛季 2.92亿美元，

年薪最高 2770万美元。
作为史上最具统治力的

中锋，联盟中任意一位球队老
板都心甘情愿地为他送上大
合同。

5·沃尔
13 个合同赛季 2 . 78 亿

美元，年薪最高 4687万美元。
今年夏天奇才以顶薪合

同留住了这位东部第一控卫。
新合同的最后一个赛季沃尔
年薪高达 4687 万美元。

6·詹姆斯
16 个合同赛季 2 . 72 亿

美元，年薪最高 3561万美元。
詹姆斯的合同将于 2019

年夏天到期，届时无论詹姆斯
选择哪支球队，相信都可以获
得一份史无前例的超级合同。

7·格里芬
13 个合同赛季 2 . 67 亿

美元，年薪最高 3896万美元。
格里芬从进入 NBA 以来

一直效力于洛杉矶快船队，今
年夏天在保罗出走以后，快船
队果断的与格里芬签订了一
份新的顶薪合同。

8·安东尼
16 个合同赛季 2 . 60 亿

美元，年薪最高 2793万美元。
作为与詹姆斯同时进入

NBA 的 03 黄金一代，安东尼
场上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
如果新赛季无法迎来新的爆
发，便很难在合同到期以后再
签订一份新的顶薪合同。

9·库里
13 个合同赛季 2 . 57 亿

美元，年薪最高 4578万美元。
尽管今年夏天库里与勇

士签订了 NBA 史上第一个 2
亿合同，但是由于之前的“廉
价合同”让库里的排名低于格
里芬、沃尔等同时进入 NBA
的球员。

10·诺维茨基
21 个赛季共 2 . 55 亿美

元，年薪最高达 2500万美元。
“德国战车”为小牛倾尽

了所有，如果不是为了球队选
择降薪，诺维茨基的排名会
更高。

尽尽管管库库里里获获得得了了第第一一份份 22 亿亿合合同同，，但但是是实实际际到到手手工工资资却却低低于于詹詹姆姆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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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起底底 NNBBAA 球球员员工工资资
合合同同大大不不代代表表挣挣得得多多

詹姆斯库里薪水分析(万美元)

今年夏天，库里和勇士签下了一份 5 年 2 . 01 亿美元的合同，
成为了 NBA 史上首位 2 亿先生，平均年薪高达 4000 万美元，起薪
达到 3468 万美元。但实际上，这只是账面工资，库里实际到手的
只有 1526 万美元。作为对比，詹姆斯工资为 3329 万美元，比库里
低了 139 万，但是实际到手工资是 1674 万美元，比库里还出高了
148 万。

NBA球员工资是如何构成的？

每个赛季，当球员的工资被
公布后，我们总会带着疑问：这
些人究竟能拿多少钱呢？

想要探知这个问题，需要了
解一名球员的工资构成，球员在
拿到总薪水后，需要扣除各项税
款，包括联邦税、州税以及城市
税(以洛瑞为例，加拿大需要交
纳城市税)、经纪人代理费(假定
为 3%)、401K(美国常用的退休金
保险账户，每年的上限为 18000
美元)。

同时，第三方托管(Escrow)
的扣款项也不容忽视，NBA 官
方先将球员薪金的 10% 扣下来，
放入一个托管账户，如果球员最
后收入未能超过联盟 30 支球队
总收入的 51%，这笔托管费将原
数奉还。但如果球员最后收入超
过了这一比例，这笔钱就会被官
方没收。

除了扣除的各项费用外，球
员也有款项进账，分别是上一个
赛季的第三方托管费返还款以
及联盟差额补偿。

按照这样的计算公式，再来
将詹姆斯和库里的薪水进行对
比，就能明白为什么库里实际工
资低于詹姆斯了。

州税成球员择队的重要因素

通过以上的介绍，不难看
出，球员的到手工资远没有实际
签订的合同那么高，能够超过一
半已经实属幸运。而球员之间的
工资比例差异主要取决于州税，

受州税/城市税影响最大的
是猛龙的洛瑞，实际到手工资只
占工资总额的 41 . 96%，也难怪为
何猛龙难以招募到真正的超级
巨星。

计算下来，联盟薪资排名前
10球员的实际到手工资平均数
为 1488 万，勇士的伊戈达拉新
赛季工资为 1481 万美元。而球
迷眼中的 3000-4000 万顶薪合同
球员，实际到手价和一个“超级
第六人”的账面薪水相当。

球星的工资收入和州税息
息相关，其中佛罗里达州、德克
萨斯州以及田纳西州都免征收

入税，加州是美国唯一一个征税
超过10%的地区，征收城市税的
加拿大同样税率爆表。有7个州
税率在2 . 5-4 . 9%，有6个州征收5-
7 . 4%的税，还有5个州征收7 . 5-
9 . 9%的税。

因此，球员在签约一支球队
之前不得不考虑到球队所在城
市的州税，这将关系到球员最终
到手工资的多少。

此外，德州的马刺、火箭和
小牛，佛罗里达州的热火和魔术
以及田纳西州的灰熊，这些球队
的球员可以免除州税之忧，而加
州的勇士、湖人、快船和国王则
是需要承担巨额的税负，而至于
位于加拿大的猛龙球员，则是更
加悲催。 综合

先降薪再收钱 这种操作行不通
由于 NBA 球员的薪水经过

各项扣除以后到手的并不多，因
此就有人考虑球队和球员之间
能否私下签订合同，明面上先降
薪可以使球队避开工资帽惩罚，
私底下再发放薪水避开各层费
用的扣除。其实，今年夏天杜兰
特以远低于身价的合同续约勇
士，这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测，怀
疑勇士与杜兰特私底下有猫腻。
那么这种避开联盟先降薪再收
钱的操作能否行得通，我们先回
顾一个类似的事件。

1995年的选秀大会上，乔·
史密斯以状元秀的身份被金州
勇士队选中。当勇士为他开出总
价8000万美金的续约报价时，史
密斯选择了一口回绝。1998-1999
赛季，乔·史密斯以自由球员的
身份和森林狼签下了1份1年175
万美金的合同。

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份1年

175万美金的合同只是台面上
的，史密斯和森林狼还在私底下
达成了一个秘密的协议。最终森
林狼被处以350万美金的罚款，
并在未来五年内失去他们的首
轮选秀权。

有了这样的先例，相信没有
哪个球队愿意冒如此巨大的风

险与球员私下达成协议。一旦哪
个环节出现了纰漏，球队将会遭
受到联盟的重罚。此外，私下协
议一旦涉嫌逃税还可能会受到
法律的制裁。因此，尽管 NBA 球
员的薪水面临层层税收，也没有
哪个球队和球员敢于进行先降
薪再收钱的操作。 综合

2017亿元合同盘点
库里哈登领衔

库里 2 . 01亿美元
2017年7月1日库里与勇士

达成协议，双方签订了一份为
期5年总价值2 . 01亿美元的顶
薪合同，这也是NBA史上第一
份超2亿的合同。

霍勒迪 1 . 26亿美元
7月1日霍勒迪和鹈鹕达成

一份5年1 . 26亿美元的合同，合
同包含奖金条款，最多可以达
到1 . 5亿美元。

格里芬 1 . 73亿美元
在保罗离开快船以后，格

里芬选择留守快船并与球队
签下一份为期5年价值1 . 73亿
美元的顶薪续约合同。

洛瑞 1亿美元
尽管加拿大的税率比较

高，洛瑞还是选择与猛龙续
约，合同价值1亿美元为期3年，
预计洛瑞最终能拿到4000多万
美元。

哈登 2 . 28亿美元
7月9日，火箭与哈登提前

续约，双方签订了一份新的四
年合约，从 2017-2018 赛季开
始至 2022-2023 赛季结束的 6
年里，哈登将拿到 2 . 28 亿美元
薪水，这是史上最大合同。

波特 1 . 06亿美元
波特在今年夏天成为了

受限制自由人，篮网为其报上
了 4 年价值 1 . 06 亿美元的合
同，而奇才选择匹配将波特留
在了球队。

沃尔 1 . 7亿美元
在用亿元合同留住波特

以后，奇才为了防止明年沃尔
成为自由球员选择与其提前
续约，续约合同为期4年价值
1 . 7亿美元。

球员单赛季薪水前十(万美元)

今今年年夏夏天天杜杜兰兰特特大大幅幅降降薪薪续续约约勇勇士士引引起起争争议议。。

NBA 球员到手薪水对比(万美元)

球员 詹姆斯 库里

总薪水 3328 3468

第三方托管 -332 -346

联邦税 -1189 -1165

州税 -216 -410

代理费 -94 -95

401K -1 . 8 -1 . 8

上赛季返还 +161 +60

联盟补偿 +18 +17

到手薪水 1673 1526

球员 赛季 薪水

沃尔 2022-2023 4687

哈登 2022-2023 4687

库里 2021-2022 4578

沃尔 2021-2022 4385

哈登 2021-2022 4385

库里 2020-2021 4301

沃尔 2020-2021 4082

哈登 2020-2021 4082

库里 2019-2020 4023

格里芬 2019-2020 3896

球员 总薪水到手 占比

库里 3468 1526 44 . 01%

詹姆斯 3328 1673 50 . 29%

米尔萨普 3076 1561 50 . 58%

海沃德 2972 1483 49 . 61%

格里芬 2951 1419 48 . 23%

洛瑞 2870 1203 41 . 96%

威斯布鲁克 2853 1532 53 . 47%

哈登 2829 1509 53 . 51%

德罗赞 2773 1438 51 .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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