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
名

球员 转会
身价

（欧元）

1 内马尔
巴萨
-巴黎

2 . 22亿

2 姆巴佩
摩纳哥
-巴黎

1 . 8亿

3
库蒂
尼奥

利物浦
-巴萨

1 . 6亿

4 登贝莱
多特
-巴萨

1 . 47亿

5 博格巴
尤文
-曼联

1 . 05亿

6 贝尔
热刺
-皇马

1 . 01亿

7 C罗
曼联
-皇马

9400万

8 伊瓜因
那不勒斯
-尤文

9000万

9 内马尔
桑托斯
-巴萨

8820万

10 卢卡库
埃弗顿
-曼联

847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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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夏天之前，博格
巴创下的1 . 05亿欧元的转会
纪录是那样的遥不可及，但
是就在这短短不到一年的时
间里，却先后有4名球员的转
会身价超过了博格巴。

当内马尔在去年夏天以
2 . 2 亿欧元的身价转会巴黎
之后，世界足坛买人的花费
也正式迈进了 1 亿+的时代，
短短半个多赛季的时间里，
登贝莱、姆巴佩先后创下了
上亿欧元的转会纪录，而库
蒂尼奥此次也以 1 . 6 亿欧元
的总转会身价，创下了冬窗
转会纪录，同时也成为了足
坛历史上第 3 贵的球员。

根据《转会市场》的数据
显示，目前世界转会身价排
行前 10 当中，更是有 6 人的
转会费超过了1亿欧元。综合

足坛十大转会
六人身价过亿

1月22日，曼联俱乐部官
方宣布，智利球星阿莱克西
斯·桑切斯正式加盟，根据此
前报道，他与曼联签约至2022
年，周薪则超过40万英镑。

今年29岁的桑切斯，出道
于智利国内俱乐部科布雷洛
亚，成名于意甲乌迪内斯。在

“乌鸡”的最后一个赛季打进
了12个意甲进球，因此被巴萨
以2600万欧元+1150万欧元的
价格招致麾下。

在巴萨，桑切斯成为了
球队攻击线的重要成员，从
2011-2012赛季加盟，到2013-
2014赛季结束离队，桑切斯各
项赛事为巴萨出战141次，打
进47球。

2014年7月10日，阿森纳
以3170万英镑的价格从巴萨
签下桑切斯。4个半赛季的枪
手生涯，桑切斯为阿森纳出
战165场，打进了80球，并有41
次助攻。

尽管成为了英超最出色
的球员之一，但桑切斯仅有2
次足总杯冠军 ( 2 014-2015、
2016-2017)和1次社区盾杯冠
军(2014)。2016-2017赛季，阿森
纳20年来首次无缘欧冠，桑切
斯单赛季30球的神勇表现也
成为无用功，这让他萌生了
离队的念头。 综合

曼联官方宣布
正式签下桑切斯

冬窗各支球队的补强工作都在如火如荼地进
行着，但你知道一笔转会的完成需要经过哪些步骤
吗？《镜报》作者尼尔·琼斯探秘了一桩转会的过程
和背后的故事。

报价

当你的球队看中了一名球员
之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提出转会
(租借)的报价了。和你想的一样，这
一步就是这么直接，但其实开始转
会过程的方式并不止一种。

最简单直接的一种方式就是
通过传真给球员发一份正式的转

会材料，之后出售球员的俱乐部会
对这份报价进行考量。

但现在更普遍的做法是俱乐
部联系球员们信任的经纪人。这名
经纪人会在买方和卖方俱乐部之
间扮演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当然有
的经纪人能促成交易的完成，有的
则会让交易陷入僵局。所以选择合
适的经纪人非常重要。

和球员私下接触？

英超有这样的一条规定“有合
同在身的球员不能以任何直接或
间接的方式与另一支俱乐部有私
下接触，除非是得到现在所在的俱
乐部允许的前提下。”

毕竟现实是不同的。在求购一

名球员时，俱乐部一定会和球员有
所联系，比如问问他对加盟球队是
否感兴趣以及他能接受怎样的薪
水。这的确会让人感到头疼，但在
如今的足坛这种现象已经很常见
了。事实上，很多交易都是在球员
和新东家在薪水上达成一致的前
提下完成的。

体检和劳工证

转会的最后一步就是体
检，当然一些球员也要面对
劳工证的问题。顶级联赛球
队的体检会非常严格，通常
情况下这会在训练场完成，
但利物浦的体检是在一个名
叫Spire的医院里进行。此后
球队会通过官方媒体渠道公
布这一消息。

不过随着转会窗关闭期
的临近，一些球队也不得不
冒一些险。比如2011年1月利
物浦签下卡罗尔的时候，英
格兰前锋就大腿有伤。不过
如果球队和球员之间都希望
转会尽快完成，那它怎么也
能完成。

对于那些年龄超过16岁但
又没有英国护照的球员来说，

劳工证是他们先要拿到的。
通常情况下，购买球员

的球队会同意在英国为该球
员保荐。俱乐部会出示纸面
的保荐书，之后递交足总。如
果这名球员过去两年在国际
足联排名前70的国家里参加
了75%的正式比赛，那么他的
劳工证就会被批下来。

如果球员没有达到这一
要求，那么他的申请将会被
拒绝。当然如果球员能够证
明这是因为伤病造成的，那
就另当别论。如果球队的第
一次申请被拒，那么英足总
会成立一个评审团来判定
这名球员的转会会不会对
这个国家有益。比如当初阿
森纳就为从比利亚雷亚尔
来投的保利斯塔成功申请了
劳工证。

交易完成

到了这一步，你就可以

欢迎你的新球员了！
转会费和个人条款已经

谈妥，球员的体检也已经完
成。剩下要做的就是签字和
盖章，完成最后的纸面工作
并上交给英足总。

然后球员就可以穿着新
球衣，和他的新主帅面带微
笑地合照了。 综合

经纪人

很多人都觉得经纪人是
足球的天敌，但其实只是一些
经纪人不合适的行为影响了
人们对这个行业的印象。

其实经纪人在足球运动
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
在冬窗，一个好的经纪人对球
员和球队都是无价之宝。如之
前所说，俱乐部可以通过经纪
人购买球员，而经纪人也可以
主动为希望离队的球员寻找
下家。他们广泛的人际网对主
教练们是非常有价值的，这在
顶级足坛体现得尤为明显。

理论上讲，经纪人的存在
让球员们可以专心踢球，而不
需要把太多的精力投入到转
会谈判的事宜中。一个出色的
经纪人既要是一个出色的谈
判者，也要是一个人生的导

师。当然，他们也必须为自己
谋利。

2014 年 9 月前的一年时
间里，英超各支球队光在经纪
人身上花的钱就达到了 1 . 15
亿英镑。其中切尔西一家就花
了 1 6 8 0 万英镑，利物浦为
1430 万英镑，埃弗顿也有 580
万英镑。

“我首先要关心的当然是
球员，”一位叫作Neil Sang的
经纪人表示。“我要听听我的
球员想要什么，并尽我所能地
帮助他们拿到他们想要的。”

谈判

很多人想象的情况是这样的：
球员、经纪人、球队主席和主教练
会坐在一张桌子旁展开交谈。如果
大家都满意那就点头通过，如果不
行，那就加上一句“也许还差点什
么，你再补充点什么再来吧。”

不过和之前所说的一样，现实
情况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谈判过程其实很简单，经纪人
会罗列出他所代表的球员的所有
要求，俱乐部方面则由首席执行官
或者足球总监来陈述一些事情。谈
判过程中当然会出现一些问题，比
如薪水、待遇、签字费以及个人和
社会影响等等。

通常情况下，球员们都会把这
些事情交给经纪人处理，自己则尽
量不要掺和进来。通常在交易即将
完成前，球员们会和主教练见面聊
聊他该如何适应新球队。但如果转
会最终没有完成，这种私人聊天其
实是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的。

考察工作

这可能是转会过程中最神秘的
一环，但不得不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环节。毕竟如果你想确保转会的成
功，首要前提就是找到合适的球员。

足球界的球探考察是一项复
杂的工作。那种习惯在看台上观察
球员的老一派球探们依然存在，但
这种球探其实在顶级联赛的舞台
上正在逐渐消失。很多球队目前都
在使用电脑程序来收集一名球员
的具体数据。你可以通过几分钟的
录像来了解一名球员，这意味着主

教练和俱乐部的足球总监只需要
在自己的办公室就能完成对一名
球员的初步考察。

当然，一些特别的手段也是必
要的。在观察一名球员在球场上表
现的同时，你还必须尽可能多地收
集他的一些场外信息。

球员的困局

“球员掌握自己的未来”这一
趋势在当今国际足坛正在变得越
来越明显。毫无疑问，在转会过程
中握有关键发言权的还是球员们
自己。

有的人认为这很公平，毕竟这
关乎球员们的生活和未来。在转会
前，球员们通常会考虑他们愿意在
新东家待多久、自己是否有必要适
应一个新的环境或联赛以及他们

在新教练的手下能不能开心地踢
球。当然他们考虑的还有联赛的强
度以及合同的长度，在这方面他们
会非常谨慎。

当然，经济方面的问题也是不
能忽略的。在任何工作中，薪水都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这在足球
界当然也不例外。

“通常情况下，这取决于球员
的立场有多强烈，”前利物浦前锋，
目前在《利物浦回声报》做专栏作
家的尼尔·梅勒表示。

媒体

媒体和转会市场之间的
关系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他
们喜欢转会是因为相关的故
事可以让他们的发行量倍
增，不喜欢的原因则是这里
面的故事实在太过曲折漫长

同时又真假难辨了。
通常情况下，记者们会从

球员经纪人或者其他渠道了
解到一些潜在的转会苗头。每
年到了这个时候，所谓的“机
场出租车司机”大显身手的时
候就到了，他们会告诉你一名
顶级球员是要前往哪里。

1

2

3

4

5

6

7

8

9

球球探探的的工工作作就就是是考考察察球球员员

伊伊布布当当年年和和曼曼联联的的谈谈判判非非常常顺顺利利

CC罗罗和和自自己己的的经经纪纪人人门门德德斯斯

苏苏亚亚雷雷斯斯签签约约巴巴塞塞罗罗那那见见面面会会


	4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