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球员 转会费 球队

奥斯卡 6000 上港

胡尔克 5580 上港

特谢拉 5000 苏宁

J·马 4200 恒大

巴坎布 4000 国安

卡拉斯科 3000 一方

莫德斯特 2900 权健

拉米雷斯 2800 苏宁

伊哈洛 2330 亚泰

维特塞尔 2000 权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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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球队引援
调解费收取规则

2018年冬季转会窗口，中
国足协明确继续实施引援调
解费规定。对处于亏损的中超
俱乐部将收取与转会费等额
的引援调节费用。俱乐部引入
外援的资金支出不能超过
4500万人民币(580万欧元左
右)/人次，引入内援的资金不
能超过2000万人民币(280万欧
元左右)/人次。俱乐部缴纳的
引援调节费用将全部纳入中
国足球发展基金会。 综合

升班马惊现神操作
股权置换避免交钱

这个冬窗，由于足协引援
调解费政策以及细则的出台，
各俱乐部在转会动作上非常
谨慎，仅有北京国安和大连一
方(万达)的共计4笔引援需要
缴纳调价费。分别为卡拉斯
科：3000万欧元；盖坦：1800万
欧元；巴坎布：4000万欧元；比
埃拉1100万欧元。

据知情人士透露，大连一
方从马德里竞技引进的两名
外援实际是通过股权置换的
方式，没有现金交易。2015年1
月，万达曾支付4500万欧元获
得马德里竞技20%的股权，目
前万达已将股权全数退出，而
马德里竞技则通过转让资产
(两名球员价值4800万欧元)的
方式，把股权收回。

如此一来，大连一方拥有
的这两名球员，既不是花钱转
会，也不是买断合同，而是第
三种交易方式——— 股权转让。
这种转会方式，不在足协的规
定中。因此升班马极有可能无
需缴纳引援调解费用。 综合

与卡拉斯科和盖坦不同，
巴坎布是所有俱乐部紧盯的
对象。作为这个冬窗中超俱乐
部引进的最贵外援，巴坎布的
转会方式和转会金额都具备
十分典型的意义。如果俱乐部
助运动员支付违约金再让其
以自由身加盟就可以规避引
援调价费的话，那么其他俱乐
部必然群起而效仿之。

至于比埃拉，这个1100万
欧元是跑不了的。明确的转
会，明确的金额，明确的官宣。
不过以4000万欧元引进巴坎布
的国安仍然未进行官方宣布，
而足协也会盯紧国安引进巴
坎布的操作，足协还专门出台
了《关于执行收取引援调价费
相关工作的补充规定》，第一
条就是规定了“巴坎布行为”
属于引援调解范围，且计算金
额就等于违约金的金额。综合

身价高达5亿

升班马傲视中超

按照足协新政，每支球队在
赛季初只能注册4名外援，因此各
队都囤积了至少4名外援，不过各
队4名球员的名气和身价却有着
天壤之别。

大连一方作为新赛季的升
班马球队，在万达集团入主球队
以后无视足协引援调解费的规
定，在转会市场上豪掷千金，队
内卡拉斯科(4000万)、盖坦(1500

万)、冯特(500万)和穆谢奎(200万)
四名外援的身价总和高达6200万
欧元，换算成人民币接近5亿。

上海上港队内奥斯卡(2300
万)、胡尔克(2100万)、艾哈迈多夫
(550万)和埃尔克森(500万)四名外
援身价总和为5450万欧元。北京
国安休赛期签下巴坎布(2500万)
和比埃拉(800万)，加上队内的奥
古斯托(900万)和索里亚诺(500
万)，4人的身价总和为4700万欧
元位列第 3 。天津权健、广州恒
大、江苏苏宁和河北华夏分别以

4525 万欧元、3550 万欧元、2660
万欧元和 2250 万欧元紧随其后。
休赛期没有任何引援的鲁能队
内四名外援的身价分别是：佩莱
(600 万)、吉尔(550 万)、塔尔德利
(450 万)和西塞(400 万)，身价总和
为 2000 万欧元排在中超第 8 位。

排在最后一位的是重庆力
帆，队内外援身价总和仅为800万
欧元，仅为大连一方的1/8左右。
此外，在外援转会费支出上，上
港以14450万欧元力压权健、苏宁
吉尔国安等队。

平均31 . 5岁

鲁能外援年龄偏大

休赛期中超共有四支球队
在外援上没有调整，分别是山东
鲁能、上海上港、天津权健和上
海申花四支豪门球队，不过在原
有外援的年龄对比中，山东鲁能
是这四支球队中年龄最大的。

鲁能4名外援中，30岁的吉尔
是年龄最小的，塔尔德利、西塞

和佩莱的年龄都“高达”3 2岁。
虽然这个年龄不算生涯末期，
但是与其他球队相比，鲁能外
援在运动能力上势必会处于劣
势，值得一提的是，在各队外援
中，鲁能和华夏是仅有的两支
所有外援年龄超过 3 0 岁的球
队。贵州恒丰虽然平均年龄最
大，但是队中荷兰球员切里年
龄只有29岁。

令人吃惊的是，曾经大肆引

进外援的广州恒大外援平均年
龄仅为26 . 7岁，排在中超末位，队
内4名外援年龄最大的是28岁的
阿兰，年龄最小的是26岁的高拉
特。值得一提的是，在冬窗期加
盟中超的15名球员中，有6人年龄
超过30岁，最年长的是34岁的冯
特，小马哥33岁位居第二，最年轻
的同样是是转会到大连的卡拉
斯科，1993年出生的卡拉斯科仅
有24岁。

19人来自巴西

桑巴球员遍布中超

巴西素有“足球王国”之称，
曾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巴西球
员也因此成为世界各地追捧的
对象，中超也不例外。中超16支
球队，共有11支球队的大名单里
有巴西球员的身影，没有巴西球
员效力的5支球队分别是河南建
业、大连一方、贵州恒丰、上海申

花与河北华夏。
上海上港和重庆力帆是拥

有巴西球员最多的球队，上港除
了艾哈迈多夫，埃尔克森、奥斯
卡和胡尔克都是巴西球员，力帆
的卡尔德克、费尔南多和费尔南
迪尼奥同样是巴西人。队内拥有
2名巴西球员的队伍分别有广州
富力、山东鲁能、江苏苏宁和广
州恒大。

不得不说的是，效力于中超

的巴西球员不仅数量多，而且质
量也属上乘，几乎每支球队的当
家球星都是巴西人，例如广州恒

大的高拉特、江苏苏宁的拉米雷
斯、山东鲁能的塔尔德利和重庆
力帆的费尔南多等。

巴坎布转会成典型
足协紧盯北京国安

中超外援转会费前十(万欧元)

隔记者 魏露

北京时间3月2日
下午，2018年中超首轮
即将打响，赛场内最引
人注目的无疑是各支
球队的大牌外援。相比
以往，刚过去的冬季转
会窗口在外援引进上
逊色不少，甚至于有四
支豪门球队没有引进
外援，而新赛季也只有
15名新面孔出现在中
超赛场。

中超外援身价总和(万欧元)

排名 球队
身价
总和

引援
支出

1 一方 6200 5370
2 上港 5450 14450
3 国安 4700 6900
4 权健 4525 8400
5 恒大 3550 3350
6 苏宁 2660 8350
7 华夏 2250 1750
8 鲁能 2000 3300
9 亚泰 1740 2700
10 申花 1550 2950

中超冬窗外援引进统计

球队 球员 出自球队 联赛
转会费
(万欧元)

国安 巴坎布 比利亚雷亚尔 西甲 4000

一方 卡拉斯科 马德里竞技 西甲 3000

一方 盖坦 马德里竞技 西甲 1800

国安 比埃拉 拉斯帕尔马斯 西甲 1100

一方 冯特 西汉姆联 英超 557

华夏 马斯切拉诺 巴塞罗那 西甲 550

恒大 古德利 亿利 中超 500

人和 奥古斯托 马德里竞技 西甲 450

亿利 乔纳森 水原三星 K联赛 370

亿利 阿奇姆彭 安德莱赫特 比甲 350

亚泰 维比 布伦特福德 英冠 200

建业 卡拉 赫塔费 西甲 160

亿利 巴斯蒂安斯 波鸿 德乙 100

力帆 费尔南迪尼奥 格雷米奥 巴甲 自由转会

力帆 阿吉雷 拉努斯 阿甲 自由转会

苏宁 帕莱塔 AC米兰 意甲 自由转会

7 人加盟中超

西甲球员成香饽饽

相比往年，本赛季中超冬窗
不仅引援金额减少，外援引进人
数也急速下降。自 2011 年恒大升
超，中超最近 7 个赛季冬窗期引
进外援平均在 40 人左右，最多的
一个赛季曾多达 59 人。本赛季，
中超冬窗各队总计只引进 17 名
外援，除去从亿利转会恒大的古
德利，中超冬窗期只有 15 名外援
加盟，甚至不及往年的一半。

由于足协引援调解费政策限
制，加盟中超的 15 名外援只有巴
坎布、卡拉斯科、盖坦和比埃拉 4
人的转会费超过了引援调解费，

其余球员转会费都在 4500 万元
人民币以下，不过国安和一方也
要为自己的豪掷向足协缴纳等额
的调解费。

值得一提的是，这 15 张新面
孔中有 7 人来自西甲联赛，转会
费前四的巴坎布等 4 名球员都是
来自西甲，而马德里竞技则“贡
献”了3人，卡拉斯科和盖坦转会
大连一方，奥古斯托也转会到北
京人和。

此外从豪门球队转会中超的
球员还有“小马哥”和帕莱塔，马
斯切拉诺以 550 万欧元的转会费
从巴萨加盟河北华夏，帕莱塔以
自由转会的方式从 AC 米兰加盟
江苏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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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丰

中超外援平均年龄前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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