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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 ２９日，是中国足协下发的《关于提交 ２０２０年俱乐部全额支付一线队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工资
奖金确认表的通知》中，要求中超、中甲、中乙联赛各俱乐部及中冠前四名俱乐部提交表格的生死日。 虽然在
２０２０ 工资奖金确认表上交截止日前有 １４ 支中超球队提交“确认表”，然而，实际上部分球队已上交的“确认
表”仍存在问题。 有球员并没有签字，例如，近两个赛季被苏宁外租的原国脚刘建业就在朋友圈发文，表示自
己被苏宁欠薪。 另外，一些在去年底成为自由身的球员，也并没有收到原俱乐部要求签字的通知。
专题撰稿 特约记者 国华

原国脚带头“打假”，工资表“代签”现象频出

“签字大戏”
未完待续
“不签字就只能破产”
月 日，张近东主持召开苏宁
年度工作部署会，明确要求“瘦身
减亏”与“提质增效”双管齐下，对于一
些亏损的业务单元要积极进行模式转
变，对于严重亏损且偏离发展主线的
业务要主动砍掉，苏宁俱乐部就在加
速调整的行列中。此前，在苏宁 周年
庆典礼上，苏宁集团董事长张近东已
明确表示未来十年聚焦零售主业，
“只
要不在零售赛道、脱离商品和用户，都
要大胆调整，该砍的砍，该转的转。”
月 日，有媒体人和苏宁旗下
的媒体透露，苏宁已经“拿到了所有
球员的签名”，并提交了“工资奖金确
认表”。当苏宁顺利提交“确认表”的
消息传出后，不少人都松了一口气，
毕竟之前已经利空不断的新科冠军如
果因为提交不了工资表而无法在中国
足协注册，无疑将成为一个大笑话。然
而，苏宁还没有完全过关，一方面因
为欠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只是给在
工资表上签了字的人员打了“白条”，
此外，还有球员并没有在表格上签
字，因此苏宁提交的表格是否完整还
是一个未知数。
据媒体报道，截至交表时间点，
家俱乐部 （ 支中超、 支中甲、 支
中乙以及中冠前四名） 如期向中国足
协提交了有关上赛季本俱乐部人员薪
—其中，有的
酬发放的“相关材料”
——
俱乐部提交的是包括一线队运动员、
教练员和工作人员签名的“工资奖金
确认表”，
有的由于签名并不全无法提
交完整的表格，同时提交了为何缺少
签名的情况说明等。
虽然不少俱乐部都提交了“工资
奖金确认表”，但综合各家俱乐部消息
显示，有些球队依然存在欠薪的情况，

只不过俱乐部向球员保证等到以后再
补发。因此，即便球员在表上签了字，
也不代表他们已经领到了足额的薪
水，毕竟俱乐部一旦因为“确认表”无
法通过而没有获得新赛季的准入资
格，
唯一的结果只有解散，
这种情况在
之前并不鲜见，
那样一来，
球员更难追
讨到属于自己的薪水。
此前，为了解决落实“工资奖金确
认表”的签字事宜，苏宁俱乐部在球队
重新集结后就开始做工作，先后找球
员沟通，希望他们可以在欠薪的前提
下签字，但遭到了球员们的拒绝，对此
俱乐部回应，不签字就只能破产了，到
时候球员们也拿不到钱。随后俱乐部
提出新方案，与球员们签订一个“具有
法律效应”的补充协议，上面会写清楚
欠薪的明细，并约定在今年的某个时
间节点前将钱打到球员账户，同时，协
议上会加盖公章。
不过，这个补充协议能否被足协
认可，一旦出现问题足协会不会受理
并不好说，因此一开始球员们也不敢
贸然签字。基于此，俱乐部已口头通
知，打算在表格签字截止日当天召集
全体球员开会，
但随后改变了策略，逐
一和之前不愿签字的球员联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球
员在补充协议和“工资确认表”上签
下或授权相关人员代为签下自己的
名字，其中包括在足协最新的限薪
令 （本 土 球 员 顶 薪 税 前
万人民
币，原标准为本土球员顶薪税前
万人民币，国脚上浮
）颁布前，和
苏宁 俱 乐 部 成 功 续 约 两 年 的 队 长 ，
现役国脚吴曦。有消息称，苏宁俱乐
部将在今年 月和 月，将分两次解
决拖欠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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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发部分奖金，缺口却像无底洞
特约记者 南重

重庆当代在 月 日突然宣布终
止冬训，这让业界一时间哗然。这家俱
乐部在去年一年的运营问题，再度被
人热议。一线队已经拖欠了七个月工
资，俱乐部员工也有三四个月的工资
未发，眼看就要过年了，解决工资问题
似乎已经迫在眉睫。而更加紧迫的，是
月 日，中超球队的签字大戏。显然
当代俱乐部是意识到在 月 日这天，
是不可能拿到所有球员的完整签字，

所以在 月 日便前往了足协申请延
期交表，并在 日终止训练，以便返回
重庆解决这胶着的局面。
现实如想象中一样，交表当天，重
庆当代只拿出了俱乐部工作人员和一
线队工作人员的签字，球员方面只有
不到 人签字，主力球员都没有在表
上落笔。也就是在 月 日同一天，中
国足协给各中超俱乐部下发了
万
元的联赛分红，但相比七个月累积欠
下的工资、
奖金数额，这笔钱几乎聊胜
于无。当代俱乐部为了安抚人心，已经

先将其中的
万人民币当作去年的
奖金分别发给了部分球员，剩下的
万用来解决俱乐部员工的工资。
但即便是将分红都用来发给球
员，也难以将去年的窟窿堵上，这是现
实。球员们其实都还在观望着、等待
着，这
万元的奖金发到每个人身
上，其实并不足以填补他们一年来的
薪资回报。据了解，
光是卡尔德克一个
人的工资，就高达近
万人民币，
算上去年的赢球奖，当代需要填补的
资金缺口可谓是巨大。

刘建业被欠薪部分实为
“肖像款” 沧州雄狮已跃跃欲试
建业逐渐失去位置， 赛季被租借
月 日，原国脚、上赛季被苏宁
到如今已解散的中甲球队广东华南
租借到中甲球队泰州远大的老将刘建
虎，去年又被租借至中甲升班马泰州
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中写下了
远大。由于没有在苏宁注册，他的名字
“尊敬的苏宁俱乐部领导，我的工资一
并不在苏宁俱乐部的“工资确认表”
直没发，虽然没找我签字，但是也应该
中，
被租借到泰州的上赛季，他的工资
打个招呼吧。我主动联系俱乐部的人
是由两家俱乐部共同承担，其中苏宁
却没人理我，请问我该怎么办？”
这段
占大头。从
赛季开始，
苏宁球队人
文字，并且配了一张印有“这心伤的拔
员的薪水被俱乐部分为工资和肖像权
凉拔凉滴”文字的表情包。
两部分，分两次发放，都在足协备案，
出生于
年的刘建业今年
如今苏宁俱乐部欠刘建业的工资，是
岁，主打位置后腰。
年年底，他和
五个月的肖像权那一部分。
任航等原长沙金德球员一起加盟苏
在接受采访时刘建业表示，由于
宁前身江苏舜天，一直是中场的绝对
主力，一度还成为球队的队长之一。 薪水被拖欠，最近几个月他已经和俱
乐部沟通了好几次，但一开始，俱乐
来到江苏后，他随队打过中超和亚冠
等赛事，并获得
中超联赛亚军、 部并没有任何回复。刘建业说，虽然
超级杯冠军和
足协杯亚军。 “工资确认表”不需要他签字，但截至
年，刘建业还随国足参加了澳大
签字那天，他一直在和俱乐部联系，
问自己的情况怎么办，但没人回复他
利亚亚洲杯。
消息，这相当令人寒心，直到 月
苏宁入主后，随着年龄增长的刘

日，某位俱乐部人士终于给出了回
应，表示希望他能理解俱乐部目前的
困难。
对此，刘建业表示能够理解，他
的诉求也很简单，哪怕俱乐部能在春
节前给他发放一个月的薪水，可以让
他过个安心年也好，后面的再说。俱
乐部一直强调困难，也说了尽量会为
他争取，但 月 日，俱乐部补发了一
个月工资的名单中的球员都是本赛
季在苏宁一线队报名的，不包括外租
的刘建业。值得一提的是，去年 月
日，刘建业和苏宁俱乐部的合同已
经到期。
刘建业希望借助万能的社交媒体
讨回被欠的薪水，实际上，他只是苏宁
外租球员中的一个代表。据悉，还有其
他租借在外的球员由于俱乐部欠自己
薪水，已经向律师咨询了相关事宜，不
排除走法律渠道的可能性。

的股份制改造。但是大半年的时间过
去，这件事情始终没有得到回应。在年
月 日重庆当代宣布停止冬训之
前俱乐部解决了一部分拖欠的奖金，
这段时间俱乐部高层将继续以往的诉
后，
球队部分球员回到了重庆，一部分
则是选择提前回家过年，也在等消息。 求，直至得到结果为止。
这几天，留给俱乐部高层的工作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前天永昌地
也十分艰巨，一方面要尽力去落实签
产与河北沧州政府举行永昌俱乐部
转让搬迁的发布会、签约仪式，仪式
字的工作，毕竟足协虽然默认了俱乐
部延期交表的请求，但最终俱乐部还
上，沧州市领导班子纷纷为刚刚更名
是需要交出一份符合要求的签字表
的沧州雄狮队站台。也有消息说，沧
格，这样才会获得新赛季球队的中超
州雄狮已经接到电话，要其准备递补
准入资格。而现实的问题是，当代队
的事宜，如果是真的，那么包括重庆
的队员经历过去年漫长的欠薪和拖
在内的一些尚未完成“确认表”且暂
欠奖金，现在是工资到账才会签字， 时无力解决资金困境的俱乐部，都将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即刻解决俱乐部
岌岌可危。
的资金问题。而这个问题，对于当代
重庆球迷在球队回重庆那天，纷
俱乐部来讲，并非主观上能够解决的。 纷前往俱乐部门口，拉起了横幅表达
据悉，当代俱乐部和当代集团在去年 “重庆不能没有中超”，如果重庆当代
真的就此消失，那么就意味着重庆这
就数次求助重庆相关责任部门，希望
能够扶持俱乐部运营以及完成俱乐部
座直辖市暂时将告别顶级职业联赛。
特约记者 南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