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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公司出台的新规首先对球

员的注册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具体

内容包括： 每年的 8 月 1 日 -8 月

31日是球员注册时间， 每个国内球

员只能在一家 CBA 俱乐部进行注

册， 注册决定了球员的归属以及未

来哪支球队享有对这位球员的优先

签约权。

每家俱乐部国内球员注册名额为

20个，年龄都应在 18周岁以上，当年

通过选秀进入联赛的球员以及注册截

止日期之前完成租借手续的球员，不

占用 20人名额；每家俱乐部注册的港

澳台球员不能超过 2人； 每家俱乐部

每年可注册 2名NBL联赛球员，但是

NBL球员必须曾在CBA联赛注册或

参加当年的CBA选秀并被选中。

对于球员的合同类别和转会条

件，CBA 公司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

制。新规确定了 5个合同类型，分别是

A类新秀合同、B类保护合同、C类常

规合同、D类顶薪合同和 E类老将合

同。对于每一类合同的球员类型、合同

期限、保障额度、优先权、特殊规定和

薪金标准都进行了具体规定。

A 类合同为新秀合同，适用对

象是首次进入 CBA 的球员，合同期

限为 2年，20岁之前进入 CBA 的签

署 2年以上合同，直到 22岁为止。新

秀合同的保障额度是 60%，依照常规

赛出场次数和出场时间确定非保障

部分工资下发的比例。 新秀合同的

优先权归俱乐部所有，到期后签署 B

类或 C 类合同或允许球员转会，薪

金标准按照选秀条例进行确定。

B 类的保护合同适用对象是新

秀合同结束之后的第一份合同，合

同期限有所分别， 自行培养球员为

5 年或 5 年以下， 选秀球员为 3 年

或 3 年以下。 保护合同的保障额度

是 80%， 照常规赛出场次数和出场

时间确定非保障部分工资下发的比

例。球员享有保护合同的优先权，球

员晋级为 D 类顶薪合同时则由俱

乐部享有优先权。 球员合同到期后

签署 D 类顶薪合同或允许转会，关

于 B 类保护合同的薪金标准， 是否

在 A类合同签署时进行约定还待讨

论。 C 类常规赛合同的各项规定和

标准与 B 类保护合同类似， 只是针

对的对象是其他类型合同适用球员

之外的所有球员。

D 类为顶薪合同， 适用对象是

各俱乐部核心球员， 合同期限是 5

年或 5 年以下（仍待讨论），球员享

有 100%保障额度，续约优先权归俱

乐部所有。每个俱乐部最多只能有 3

人签订顶薪合同， 如果俱乐部球员

工资体系发生变化， 违反 D类合同

薪资规定时将允许球员转会。 拿到

顶薪合同的球员享有俱乐部最高工

资，每年工资涨幅幅度不低于 10%，

不过与其他球员工资差距比例仍待

讨论。

最后一种 E类合同叫老将合同，

适用于 34岁以上或单一俱乐部累计

效力 12年以上的球员， 合同期限为

2年或 2年以下，球员享有 100%的保

障额度，优先权归球员所有，每个俱

乐部最多以老将合同签下 2名球员。

对于老将合同的薪水标准，薪资不得

超过俱乐部顶薪合同的金额，并且未

来不会计入工资帽。

此次即将出台的新规， 还有一

项重要规定， 将对球员转会产生重

大影响。 新规确定了 “培养费” 制

度，即球员合同期满后完成转会，新

俱乐部需要向原俱乐部按照球员新

合约的年平均工资 （不含奖金）支

付培养费。

大学生球员参加选秀被选中

无须支付培养费，但如果是上大学

前被认定为俱乐部自行培养的球

员，在选秀中选中该球员的俱乐部

在签约前需向原俱乐部支付培养

费；各 CBA、NBL 俱乐部推荐参加

选秀并被新俱乐部选中的球员，该

球员新签约俱乐部需向原俱乐部

支付培养费。 培养费金额为球员新

合同年平均工资的 40%�（不含奖

金）。如两俱乐部达成一致，原俱乐

部可放弃收取培养费。

除此之外，CBA 公司还将在未

来制定工资帽， 来限定各支俱乐部

的总薪资水平。 在工资帽确定之后，

顶薪合同、sp

保障合同等合同类型的薪资金额将

进一步明确。

据 了 解 ，CBA 公 司 将 在

2018-19 赛季对合同新规推出测试

版 ，2019-20 赛 季 推 出 试 行 版 ，

2020-21 赛季对规定完成第二次修

订，并正式开始运行。 目前，CBA公

司还没有正式公布相关信息。

■本报综合消息

CBA联赛将迎多项改制

包括统一球员合同类型、调整转会规则、设置工资帽等

昨日 CBA 休赛期迎来重磅消

息！ 据知情人士透露，CBA 将迎来

多项改制， 其中包括统一球员合同

类型、 球员注册规定、 调整转会规

则、设置工资帽等。各项新规将从下

赛季开始，逐步试行，这些变革都会

对 CBA 联赛未来的走向产生巨大

影响。

规范球员注册

统一合同类型

调整转会规则

据新华社电 身为土耳其后裔的

德国足球运动员厄齐尔 22 日通过社

交媒体先后发出三篇声明， 首次回应

了今年 5 月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合

影的事件，并宣布退出德国国家队。

在第一篇声明中， 厄齐尔提到了

他的家庭背景， 认为如果拒绝和埃尔

多安会面、合影，将是对自己祖籍根源

的不尊重。 厄齐尔表示，他并不关心谁

是总统， 而是考虑到总统这一职位本

身，“对我来说， 与埃尔多安总统合影

同政治和选举无关， 那是对我的家人

所在国家的最高职位的尊重。”在其后

第二篇文章中，厄齐尔指责了“某些德

国报纸” 为了政治利益而利用这一事

件进行宣传， 并对部分赞助商因此事

件而中断或回避与他合作的做法提出

批评。

厄齐尔在最后一篇声明中将矛头

直指德国足协主席格林德尔：“我对他

（在此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失望，但是

并不吃惊。 我不想再做他工作无能的

替罪羊了。 ” 厄齐尔还透露，合影事件

发生后， 格林德尔希望把厄齐尔排除

在俄罗斯世界杯参赛队员名单之外，

但是勒夫和比埃尔霍夫站出来支持了

他。 s

� �厄齐尔认为， 自己受到了德国足

协和其他一些人的不公正待遇， 使他

“不想再穿上德国队队服” 。 厄齐尔

说：“我曾经带着无比自豪和激动的心

情穿着德国队队服征战， 但是现在不

会了。 ”

眼下， 尽管说厄齐尔将会退出德

国国家队。 德国足协对此只能感到遗

憾，不过这不会改变德国足协的决心。

他们在今后， 还将始终如一地坚定信

念，继续坚持整合的工作。

今年 29 岁的厄齐尔 2006 年 9 月

被召入德国 U17 队中，在 2009 年 2 月

对阵挪威的热身赛中首次代表德国国

家队出场。 迄今为止，他为德国队效力

92 场，攻入 23 球，并以主力身份夺得

2014年巴西世界杯冠军。

认为受到德国足协和其他一些人的不公正待遇

厄齐尔宣布退出德国国家队

■新闻速递

■核心提示

国际田联钻石联赛

中国田径队

获女子接力亚军

据新华社电 在国际田联钻石

联赛伦敦站第二比赛日， 中国女子

接力队发挥出色， 以赛季最佳成绩

夺得 4×100米比赛的亚军。

由梁小静、韦永丽、葛曼棋和袁

琦琦组成的中国女队在第七道出

发， 最后以 42 秒 59 的成绩获得亚

军，这个成绩比她们此前创造的 42

秒 94 的赛季最好成绩提高了 0.35

秒。 这个项目的冠军被东道主英国

队夺得，成绩是 42秒 36。

中国男队由徐海洋、梁劲生、谢

震业和许周政组成，最后他们以 39

秒 09 位列男子 4×100 米接力第

五。获得冠军的同样是英国队，成绩

是 37 秒 61， 这也是本赛季世界最

好成绩和赛会纪录。日本队以 38秒

09 获得亚军，荷兰队以 38 秒 21 名

列第三，并创造了全国纪录。

男女 4×100 米接力并不是国

际田联钻石联赛的项目， 但由于伦

敦站比赛同时也是为了纪念伦敦奥

运会成立的年度田径大赛的组成部

分， 组委会增加了一些非钻石联赛

项目吸引观众。

在伦敦站的首日争夺中， 中国

名将吕会会发挥出色， 赢得了女子

标枪冠军。 百米“飞人” 大战中，谢

震业预赛和决赛两次跑出 10 秒

01，获得第八；韦永丽以 11 秒 10 获

得女子百米第四。

本报讯 经过两天的激战，贵州

省第十一届“建工杯” 儿童围棋象

棋赛前日在贵阳棋院小河分院落

幕。 该项赛事由贵州省棋类协会和

贵阳市棋类协会主办， 来自全省的

400余名小棋手参赛。

在围棋比赛中，李昊阳、蒋灿东

和赵恒彬获得 A组前三名；杨子健、

李峻宇和李宸锡夺得 B 组前三甲；

C 组前三甲被燕子眺、 欧阳天奕和

严承希夺走。 在中国象棋比赛中，邹

凯迪、陈嘉鑫和杨证博获得前三名。

围棋赛和中国象棋赛前三名的奖金

分别为 1200元、800元和 600元。

（刘传海）

省儿童围棋象棋赛落幕

400余小选手

棋盘上过招

厄齐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