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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马德里连续第十一年 

蝉联德勤足球财富榜榜首， 

德勤预测下一赛季曼联将力争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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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欢迎您参阅德勤足球财富榜第 19 期报告，报

告中罗列了世界最流行的体育赛事-足球竞赛

中收入最高的俱乐部。该报告于 2014/15 赛

季结束 8 个月后发布，足球财富榜针对俱乐部

的财务状况做出了最及时和可参考性的分析。 

本报告通过一系列财务及非财务指标，比较不

同俱乐部的现场观赛人数、世界范围球迷人

数、电视转播观赛人数和积分榜。德勤对足球

俱乐部财富榜的评估基于比赛日收入（球票及

周边）、电视转播收入（国内赛事及欧洲赛

事）、商业收入(赞助商、产品销售、球场旅

游及其他商业行为)进行排名。 

排名前后 

今年的财富榜再次展现了全球足球俱乐部收入

的排名变化，12 支俱乐部继续保持在前 20

位，排名小幅变化，另新增 2 支俱乐部。前

30 名的俱乐部中新增 6 支（主要得益于英超

联赛转播协议），其中 3 支新俱乐部于

2014/15 赛季跻身前 30 名，分别是水晶宫、

莱斯特城和西部洛维奇。 

今年排名财富榜前 10 位的俱乐部保持平稳，但其

中 6 支俱乐部的排名相较去年有所提升。其中巴

塞罗那超越曼联和拜仁慕尼黑，排名仅次于皇家

马德里，成为第 3 支年收入超过 5 亿欧元的俱乐

部。拜仁慕尼黑滑落至第 5 位，排在巴黎圣日耳

曼之后。 

2014/15 赛季前 20 位俱乐部年收入总和高达 66

亿欧元，比去年增长了8%。德勤预计2015/16赛

季该项数字将超过 70 亿欧元，而 2016/17 赛季

有望突破 80 亿欧元。值得一提的是，6 年前的前

20 位俱乐部年收入总和仅有 40 亿欧元。 

在过去的 7个赛季中，财富榜第四次由"五大"联赛

的俱乐部组成，西汉姆联将加拉塔萨雷挤至第 21

位，继 2005/06 赛季后再次挤进前 20 位。 

罗马的回归使其和西汉姆联一起成为今年榜单的

前 20 位。德勤财富榜的数据体现出过去几年俱乐

部整体经济水平提高：今年排名第 20 位的俱乐部

（西汉姆联）年收入为 1.609 亿欧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了 12%；榜单排名第 30位的那不勒斯年收

入为 1.255 亿欧元，这个数字在两年前可以排进

榜单前 20 位。 

为了跻身前 20 强，电视转播，特别是欧冠联赛

所贡献的收入至关重要。对于最大的足球俱乐部

而言，收入的跃升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014/15 赛季欧冠联赛，巴塞罗那和尤文图斯的

电视转播收入各增长 1,910 万欧元和 3,900 万欧

元，但在上个赛季，皇家马德里和马德里竞技的

收入则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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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5 赛季收入总额（百万欧元） 

 

 

 

尽管欧洲核心区以外的增长潜力，但五大联赛

俱乐部仍占据收入的主导地位，使得财富榜上

很难看到其他联赛俱乐部。 

财富榜中三大收入来源的比例相较去年基本持

平，俱乐部 19%的年收入来自比赛日、40%来

自电视转播、41%来自商业行为。德勤认为，

未来比赛日收入占俱乐部总收入的比重会更

小。十年前俱乐部总收入的三分之一都来自比

赛日收入。 

独特魅力 

相较于欧元，英镑的货币优势使得英超俱乐部

在财富榜中的表现更佳。与去年相比，

2014/15 赛季每 1,000 万英镑收入相当于额外

增加 120 万欧元，这使得英超俱乐部的财务表

现较上年同期更具优势。 

今年 9 支英超俱乐部挤进榜单前 20 位，前 30

位中更是有 17支俱乐部来自英超。得益于英超

赛事大规模的电视转播协议及其带来的奖金分

成，非欧冠俱乐部仍能在全球范围具有强大竞

争优势。 

切尔西虽然赢得了 2014/15 赛季的英超冠军，

但自 2009/10 赛季后其位于德勤财富榜的排名

却首次被阿森纳反超，排名第 8 位。阿森纳的

表现得益于彪马的巨额球衣赞助合同，使其商

业收入大幅增长 34%，并且阿森纳的比赛日收

入位居全榜单之首，比切尔西多 3000 万欧元

收入。 

作为去年财富榜前 10 位中唯一一支非欧冠俱乐

部，曼联强劲的商业价值增长得益于新赞助合

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缺席 2014/15 赛季

欧冠联赛的损失。曼联成功的商业模式仍帮助

其稳居财富榜前 3 位，德勤预测曼联有望在

2015/16 赛季成为德勤财富榜的榜首。 

德勤财富榜前 30 位中超过半数是英超俱乐部，

新一赛季的英超转播协议将于 2016/17 赛季开

始，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内英超全部 20 支俱乐

部都有可能跻身榜单的前 30 位。 

来源： Deloitte analysis 

皇
家
马
德
里 

巴
塞
罗
那 

曼
彻
斯
特
联
队 

巴
黎
圣
日
耳
曼 

拜
仁
慕
尼
黑 

曼
城 

阿
森
纳 

切
尔
西 

利
物
浦 

尤
文
图
斯 

多
特
蒙
德 

托
特
纳
姆
热
刺 

沙
尔
克0

4
 

A
C

 

米
兰 

马
德
里
竞
技 

罗
马 

纽
卡
斯
尔
联
队 

埃
弗
顿 

国
际
米
兰 

西
汉
姆
联
队 



4 

2014/15 足球财富排行榜 21-30 名 

名次 俱乐部              报道收入                

（百万欧元） 

21 加拉塔萨雷 Galatasaray 159.1 

22 南安普顿 Southampton 149.5 

23 阿斯顿维拉 Aston Villa 148.8 

24 莱斯特城 Leicester City 137.2 

25 桑德兰 Sunderland 132.9 

26 斯旺西 Swansea City 132.8 

27 斯托克城 Stoke City 130.9 

28 水晶宫 Crystal Palace 130.8 

29 西布朗维奇 West Bromwich Albion 126.6 

30 那不勒斯 Napoli 125.5 

 

五年 

巴黎圣日耳曼是今年唯一一支排名前 20 位的法

甲俱乐部，排名上升一位至第四成为法甲俱乐

部的历史新高。大巴黎的商业收入继去年，又

一次成为财富榜中最高的。电视转播收入和比

赛日收入在创纪录的这一季本土联赛后处于稳

步提升，并且成功打入欧冠四强。 

尽管大巴黎的场内场外强势发展，然而无法掩

盖法甲整体的萎靡以及法甲俱乐部想跻身前 30

位的巨大挑战。即使大量投入资金为2016年欧

洲杯翻新球场，也无法改变俱乐部层面的生存

状况很难使更多法甲俱乐部进入财富榜，里昂

和马赛等曾经的榜单前 20 位的常客面临困境与

前 20 排位渐行渐远。 

 

 

 

 

 

忧虑 

尤文继续意甲的统治级表现和杀进欧冠决赛帮

助俱乐部总收入相比前一年增长了 16%，保持

前 10 排位并拉大了与多特蒙德的差距接近

4000 万欧元。 

 

尽管前 20 位的榜单排名中意甲俱乐部占到 4

席，意甲未来的走势仍将面临巨大挑战，球场

建设的薄弱直接影响了俱乐部的比赛日收入，4

家俱乐部中的三家比赛日收入都落后于其他前

20 位中的俱乐部。 

 

由于各大其他欧洲联赛可能会获得的电视转播

合同金额很有可能大幅增加，再加上意甲比赛

日收入低迷，我们预测意甲俱乐部在未来财富

榜的位置会受到挤压。 

即使投入大量资金使 2016 年欧洲

杯主办地法国翻新球场，也无法改

变法甲俱乐部层面的生存状况，很

难看到更多法甲俱乐部进入财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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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之下 

拜仁是德勤足球财富榜以来，一直保持在排名

前 10 位的 3 支俱乐部之一，但今年是 12 年以

来首次排名下降。而今年排名下滑的主要原因

是商业收入比起其他榜单兄弟已不如往年。拜

仁人的商业价值没有体现出过往的强势，而且

未来在榜单前三的竞争会更加残酷。 

 

多特蒙德和沙尔克 04 能排入榜单前 20 位，商

业收入比例占到了两支俱乐部总收入的 50%，

多特蒙德还是榜单中场均上座率最高的俱乐部，

平均主场比赛上座率为 8 万人。 

街头曼舞 

皇家马德里依然保持强势,连续第 11 年蝉联榜

首。尽管 14/15 赛季场上表现不尽如人意，在

欧冠中输给老对手巴塞罗那，但凭借超强的吸

金能力帮助俱乐部获得 5.77 亿欧元的总收入。

由于英超 从未来 16/17 年起昂贵的电视转播分

成以及英超俱乐部商业收入激增，皇马未来要

接受曼联对榜首的强力挑战。 

巴塞罗纳从马竞手中夺到联赛冠军并且在欧冠

决赛阶段击败尤文图斯，收获一个成功的赛

季。欧洲冠军的头衔协助巴塞罗那提高收入打

败曼联重回榜单亚军。 

马德里竞技虽然没有卫冕西甲冠军，但身在财

富榜 15 名，其商业收入仍势头良好，健康增长。

西甲俱乐部未来有望通过西甲 15/16 年后电视

转播收入的增长而再上一层楼。初步预测西甲

整体转播商业价值将会有大幅度提升。 

 

足球商业现状 

第 19 期德勤足球财富榜显示比赛日收入比例

下滑到最低水平，低于五分之一。尽管如此，

俱乐部还是非常清晰地认识到比赛日收入作为

收入三大来源之一的强大驱动力，前 20 位中

一半以上的俱乐部不是正在积极筹划新开发或

再建造场馆，就是已经在开展施工改造工程或

者已经刚刚完成场馆更新工作。 

尽管转播和商业收入已经大大冲击了比赛日收

入的所占比例，但其二者的提升都是依赖于一

场高质量的现场球赛来提升各自的水平。  

我们在这一期对前 20 位俱乐部的收入进行了

具体分析。德勤足球财富榜是由 Dan Jones, 

Timothy Bridge, Samuel Boor, Alex 

Bosshardt, Matthew Green, Chris Hanson, 

James Savage, Andy Shaffer 以及 

Christopher Winn 共同编辑完成。我们诚挚

感谢所有支持并协助我们编辑的德勤国际团

队。敬请赏阅。 

Dan Jones, 合伙人 

www.deloitte.co.uk/sportsbusinessgroup  

由于英超从未来 16/17 年起昂

贵的电视转播分成以及英超俱

乐部商业收入激增，皇马未来

要接受曼联对榜首的强力挑

战。 

http://www.deloitte.co.uk/sportsbusiness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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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2014/15 赛季收入总额（百万欧元）                      2013/14 赛季收入总额（百万欧元） 

 
 

德勤足球俱乐部财富榜排名 

与去年排名相比 

排名变化数 

 

          皇家马德里 

            巴塞罗那  

                           曼联 

                          巴黎圣日耳曼 

                 拜仁慕尼黑 

                    曼城 

阿森纳 

切尔西 

    利物浦 

  尤文图斯 

                          多特蒙德 

                          托特纳姆热刺 

        沙尔克 

     AC 米兰 

                         马德里竞技 

    罗马 

                        纽卡斯尔联 

埃弗顿 

                国际米兰 

                         西汉姆联 

           皇家马德里 

                            曼联 

                   拜仁慕尼黑  

               巴塞罗那 

                           巴黎圣日耳曼 

                       曼城 

   切尔西 

   阿森纳 

      利物浦 

     尤文图斯 

                             多特蒙德 

     AC 米兰 

                            托特纳姆热刺 

          沙尔克 

                           马德里竞技 

那不勒斯 

                  国际米兰 

            加拉塔萨雷  

                         纽卡斯尔联 

  埃弗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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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 

意大利 

德国 

西班牙 

法国 

主要数据 

2014/15 赛季德勤足球俱乐部共产生的收入...           按社交媒体划分 2014/15 赛季德勤足球俱乐部 

 

 

 

 

 

 

 

 

 

每天 

1,820 万

欧元 

每小时 

75.7 万

欧元 

每分钟 

1.26 万 

欧元 

每秒 

210 

欧元 

 

1.26 万欧

元 

2014/15 赛季德勤财富榜中前 30 位的英超俱

乐部… 

产生超过 

20 亿欧元 
的转播收入，超过其比赛日

收入与商业收入的总和 

按国家划分 2014/15 赛季财富榜俱乐部 

9 

1 

3 

3 

4 

Facebook 粉丝 

5.25 亿人 Twitter 粉丝 

8,300 万人 

Instagram 粉丝 

 
9,300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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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时”呈现 
按排名划分巨额收入增长(百万欧元) 

 

 

 

 

 

 

 

 

 

 

 

 

 
 

按收入来源划分前 10 位足球俱乐部(百万欧元) 

 

 

 

 

 

 

CAGR =复合年增长率 

比赛日收入                                                                转播收入                                                         商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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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5 赛季社交媒体活动量排名            2014/15 赛季足球俱乐部社交媒体活动量增长率 

 

 

 

  

社交媒体粉丝数（百万人） 

尤文图斯 

利物浦 

切尔西 

拜仁慕尼黑 

 曼联 

巴塞罗那 

皇家马德里 

 曼城 

巴黎圣日耳曼 

备注：对于拥有不同语种账号的俱乐部，数据只涵盖其

粉丝数最多的账号。 

俱乐部                                     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粉丝数（百万人） 

 

 巴塞罗那 

皇家马德里 

曼联 

切尔西 

阿森纳 

拜仁慕尼黑 

利物浦 

AC 米兰 

巴黎圣日耳曼 

尤文图斯 

曼城 

多特蒙德 

马德里竞技 

托特纳姆热刺 

罗马 

国际米兰 

沙尔克 

埃弗顿 

纽卡斯尔联 

西汉姆联 

 

 
 

 

 
 

 

 
 

 

巴黎圣日耳曼 

埃弗顿 

尤文图斯 

拜仁慕尼黑 

马德里竞技 

国际米兰 

纽卡斯尔联 

托特纳姆热刺 

多特蒙德 

曼城 

巴塞罗那 

切尔西 

利物浦 

阿森纳 

沙尔克 

皇家马德里 

曼联 

AC 米兰 

 

 

 
 

 

 
 

 

 
 

 

Facebook 粉丝数 

Twitter 粉丝数 

备注：数据包括 Facebook, Twitter 和 Instgram 的粉丝数。对于拥有不同语种账号的俱乐部，数据只涵盖其粉丝数最多的账号。数据有效期截至 2016 年 1 月 11 日。 

收入（百万欧元） 

阿森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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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皇家马德里

2014／15 赛季见证了皇家马德里

连续 11 次蝉联足球财富排行榜榜

首的位置，其以5.77亿欧元的收入

再一次证明了该俱乐部在世界顶级

收入足球俱乐部中独占鳌头。 

 

皇家马德里未能续写 2013／14 赛

季的辉煌战绩，分别在半决赛和十

六分之一决赛中被淘汰丢失了欧洲

冠军联赛冠军和西班牙国王杯冠军

的头衔，并在与劲敌巴塞罗那的比

赛中以微弱劣势错失西甲冠军的称

号。 

 

皇家马德里在球场上和财务状况上

都延续高标准的表现：2014／15

赛季财政收入增长 2,750 万欧元

（增幅 5％），其中比赛日收入增

长 910 万欧元（增幅 8％），商业

收入增长 2,270 万欧元（增幅

10％）。皇家马德里在欧洲冠军联

赛半决赛时的失利直接导致了欧冠

联赛的分红比曾经辉煌的 2013／

14 赛季减少 490 万欧元，跌落至

5,250 万欧元。其直接后果就是直

播收入降至 2 亿欧元的标准线下， 

由 2.042 亿欧元跌落至 1.999 亿欧

元。  

 

皇家马德里与 Adidas 的长期合

作，以及与阿联酋航空公司的第二 

年胸前广告赞助合同（合作期限为

五年）支撑着其10％的强劲商业收

入增长速度。除此之外，与阿布扎

比的国际石油投资公司（IPIC）新

签署的赞助协议也给皇家马德里带

来了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足球学校项

目以及资助其在全世界开发并建造

俱乐部博物馆的额外收获。 

 

相较于前两个相对低迷的赛季，在

2014／15 赛季，皇家马德里的比

赛日收入增幅达 8％，1.298 亿欧

元的收入额创下了该俱乐部的最高

纪录。部分原因是联赛平均上座率

上涨了 3％，以及圣地亚哥伯纳乌

球场的总裁包厢和VIP区 13％的收

入增长。这部分收入促使皇家马德

里计划改造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主

赛场，尽管有报道称皇马的这一计

划现因未获市议会批准而暂且搁

置。 

 

即使该俱乐部现在拥有强劲的增长

空间，在未来两年内，皇家马德里

仍然将在捍卫财富榜榜首的过程中

面对来自曼彻斯特联队强大而持续

的压力--首先，曼联将重新回归欧

冠联赛；其次，曼联与 Adidas 的

成功商业合作；再次，曼联将在于

2016／17 赛季生效的新英超联赛

直播分红协议中受益。在稳固财富

榜榜首的战斗中，皇家马德里决胜

的关键就在于未来圣地亚哥伯纳乌

球场的改造、皇马继续签订与竞争

对手同等规模商业协议的能力，以

及西甲电视转播权的销售成败。 

 
备注：皇家马德里因参与欧洲赛事获得了欧足联 5,250 万

欧元的分红，这部分收入包含在其转播收入内。  

2015 年收入 

€ 5.77 亿  
(£ 4.39 亿) 

皇家马德里：2015 年收入概况（百万欧元） 

比赛日收入 1.298 亿欧元（0.988 亿英镑） 

直播收入 1.999 亿欧元（1.521 亿英镑） 

广告收入 2.473 亿欧元（1.881 亿英镑） 

五年内总收入  

德勤足球财富排行榜排名  

2014 年收入(第 1 名) 

€ 5.495 亿 
(£ 4.595 亿) 

2014/15 国内联赛排名 

 

第 2 名 
Twitter 粉丝 

1800 万人 

场均观众人数 

72,96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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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 

未来两年，皇家马德里仍

然将在捍卫财富榜榜首的

道路上直面来自曼彻斯特

联队强大且持续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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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能够重回财富榜第二名的

位置主要归功于其获得收入同比最

大增长幅度，增长额为 7,600 万欧

元直达 5.608 亿欧元（增幅为

16%），且其全部收入来源均有增

长。路易斯·恩里克执掌该球队的                               

首个赛季就实现了加泰罗尼亚人在

球场上的辉煌复兴，同时创造了财

政收入上的巨大成就。 

 

巴塞罗那一举囊括了西甲联赛冠军,

国王杯和欧冠联赛的冠军，成为了

第一支两次获得三冠王称号的欧洲

足球队（该队第一次获得三冠王是

在 2008/09赛季）。由梅西，内马

尔和苏亚雷斯组成的强大进攻力量

是该队成功的基石。这三名球员共

踢出了 122 粒进球，奠定了三人在

西班牙足球史上进球最多的地位。 

 

虽然近几年巴塞罗那的商业收入不

及它强大的竞争对手，但是在

2014/15 赛季 4,960 万的商业收入

增长（增幅达 26%）成为该队在财

富榜排名上升的有力支撑。加泰罗

尼亚人将他们的收入增长归功于三

个原因：其一，第二个三冠王赛季

的额外赞助分红；其二，商业续约

的增值（比如和奥迪的合约），还

有像与倍科和西班牙电信的新的商 

业合作。另外，巴塞罗那在财富榜

上的对手与他们的赞助商的合作近

期都有在较大范围上的增值（比如

Adidas 和曼联的合约），这暗示

了巴萨目前的商业赞助合约还有可

持续增值的空间，尤其是该队即将 

在 015/16 赛季末到期的同卡塔尔

航空公司的球衣赞助合同。 

 

巴萨的转播收入增长 1,770 万欧元

达到 1.998 亿欧元（增幅 10%），

在财富榜上位列第二。该队在欧冠

联赛 2014/15 赛季的分红为 6,100

万欧元，较上个赛季增长了 1,910

万欧元。巴萨继上个欧冠联赛四分

之一决赛出局后，本赛季在欧冠决

赛中击败尤文图斯队而取得冠军协

助其分红数额提高。然而，与其在

欧洲赛事的劲敌们（如英国和德

国）相比，西班牙的足球俱乐部在

转播收入的分配上不是平均分配，

而巴塞罗那队本身比赛具备强大的

吸金力，因此其财务增长受益于其

有权协商西甲联赛的转播利润分

配。 

 

然而，西班牙法规改革意味着巴萨

队国内外转播的销售权和分配权在

以后的赛季中都将集中管理，这一

变化将在日后出版的财富榜中加以

体现。在现行合约下，巴萨在

2014/15 赛季的转播收入将维持现

状，德勤估计此改革将不会对巴萨

在本赛季的收入产生明显的消极影

响。 

 

巴塞罗那的比赛日收入上升 870 万

欧元至 1.169 亿欧元。这是由于该

队在诺坎普主场的额外欧冠比赛， 

以及在取得西甲联赛冠军后迅速上

涨的观赛人数。伴随“Espai Barca

项目 (巴萨新球场计划 )”得到批

准，为实现巴萨提高比赛日收入的

愿景，该俱乐部计划将现诺坎普球

场的容量增大到能容纳10.5万人，

尽管该项目将耗时 4 年且要等到

2017 年才能动工。同时，西甲比

赛中该场地的使用可以马上增长巴

萨的比赛日收入（该场地目前的平

均上座率是 78%）。 

 

巴萨在 2014/15赛季的重归荣耀再

次证实了该队在球场上问鼎的实

力。球场上的成功也将为该队在财

政收入上挑战其对手搭建了平台。

作为在世界足球中具有商业代表性

的合作俱乐部之一，加泰罗尼亚人

将继续努力使他们在球场上的魅力

最大商业化。 

备注：巴塞罗那因参与欧洲赛事获得了欧足联 6,100 万欧

元的分红，这部分收入包含在其转播收入内。

巴塞罗那：2015 年收入概况（百万欧元） 

比赛日收入 1.169 亿欧元（0.889 亿英镑） 

直播收入 1.998 亿欧元（1.52 亿英镑） 

广告收入 2.441 亿欧元（1.857 亿英镑） 

五年内总收入  

德勤足球财富排行榜排名  

2015 年收入 

€ 5.608 亿  
(£ 4.266 亿) 

2014 年收入(第 4 名) 

€ 4.848 亿 
(£ 4.054 亿) 

2014/15 国内联赛排名 

 

第 1 名 
Twitter 粉丝 

1660 万人 

场均观众人数 

77,63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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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Espai Barca 项目(巴萨新球场计划)” 

得到批准，为实现巴萨提高比赛日收入的愿 

景，该俱乐部计划将现诺坎普球场的容量增 

大到能容纳 10.5 万人，尽管该项目将耗时 4 

年且要等到 2017 年才能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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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曼彻斯特联队 

在今年的财富榜上，曼彻斯特联队

下滑 1 名，排位降至第 3。该队今

年在欧冠赛事的出局导致了比赛日

和转播收入跌幅百分比均高达两位

数。即使总收入下跌 3,800 万欧元

（跌幅 9%），但有利的汇率走势

以及俱乐部业务模式的潜在优势，

尤其是成功的商业运作，确保了该

队在财富榜前三名的位置。 

 

曼联的商业收入增长了 780 万欧元

达到 2.008 亿欧元（增幅 4%），

在其总收入中占比超过一半。其

中，通用电气的七年球衣赞助合约

刚刚开始，再加上额外的 5 个国际

赞助，4 个区域赞助，2 个金融服

务赞助和电信赞助，共同将该俱乐

部的赞助收入提升至 1.549 亿欧

元，增幅达 14%。在 2015/16 赛

季，商业收入会进一步提高，其

中，与 Adidas 足球装备制造商签

订的史无前例的赞助合约价值高达

7.5 亿欧元，长达 10 年。这再一次

证明了曼联队的全球性的吸引力，

包括吸引到价值非凡的商业赞助的

能力。 

 

今天的足球俱乐部都越来越依赖于

数字化时代带来的商业机会，这其

中包括了和球迷们更加有效的互    

 

 

动。2014/15 赛季见证了曼联成为

第一支在所有社交平台上的关注者

总人数超过 1 亿的英国足球队。这

一成就之所以如此令人侧目，是因

为与去年相比，关注者的人数增长

竟超过了 50%，并且大约 15%的

粉丝都基于中国。曼联最近公布了

俱乐部和中国领先的体育媒体平台

新浪体育的合约，该平台将在中国

转播该俱乐部的专属 24 小时曼联

电视台频道。曼联希望以此在中国

这个巨大的市场中进一步巩固它的

球迷人数和球队吸引力。 

 

曼联自 1989/90赛季以来第一次缺

席欧冠，导致该队失去了欧洲赛事

的分红，其转播收入也因此从

1.077 亿欧元大幅下降 2,810 万欧

元（跌幅 21%）。如果不是该队在

英超联赛的排名上升了 3 位（从第 

 

 

 

7 名升至第 4 名）所获得的奖励以

及本赛季比 2013/14赛季多转播的

两场比赛收入，曼联队的收入跌幅

将会更加严重。曼联比赛日收入下

降了 1,770 万欧元（跌幅 17%）至

8,670 万欧元，其主要原因也是该

队缺席欧冠赛事。在 2014/15 赛

季，该队老特拉福德球场仅进行了

21场比赛，然而该队前一赛季则进

行了 28 场比赛。 

 

即使在赛季小组赛中令人失望地被

淘汰，曼联在 2015/16赛季将回归

欧冠联赛以及开始与 Adidas 的合

约，这将帮助曼联在明年获得预计

大约 5亿欧元的收入，并有望在 12

年以来首次问鼎财富榜榜首。然

而，随着英超联赛的竞争越发激

烈，曼联强烈地意识到取得欧冠联

赛的资格的重要性，以助其长久地

维持其顶尖地位。 

曼彻斯特联队：2015 年收入概况（百万欧元） 

比赛日收入 1.14 亿欧元（0.867 亿英镑） 

直播收入 1.416 亿欧元（1.077 亿英镑） 

商业收入 2.639 亿欧元（2.008 亿英镑） 

五年内总收入  

德勤足球财富排行榜排名  

2015 年收入 

€ 5.195 亿  
(£ 3.952 亿) 

2014 年收入(第 2 名) 

€ 5.18 亿 
(£ 4.332 亿) 

2014/15 国内联赛排名 

 

第 4 名 
Twitter 粉丝 

680 万人 

场均观众人数 

75,33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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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 

即使本赛季在小组赛中 

令人失望地出局，曼联在 

2015/16 赛季的欧冠回归， 

以及与 Adidas 合作的开 

始，将帮助曼联明年向财 

富榜榜首发起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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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巴黎圣日耳曼 

随着2014/15赛季收入增长950万

欧元，巴黎圣日耳曼在财富榜位置

上升 1 名，成为第 4 名，这也是该

队历史最高排名以及其作为来自法

国的俱乐部的历史最高排名。本赛

季见证了该俱乐部成为史上首支获

得法甲联赛，法国足协杯和法国联

赛杯三连冠的辉煌成就。在欧冠联

赛中，巴黎人也连续三个赛季挺进

四分之一决赛，但输给了最后的冠

军巴塞罗那。 

 

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高达2.97亿的

商业收入再一次支撑着该队在财富

榜上的强有力位置并且至今保持着

财富榜中最高的记录。这部分收入

占俱乐部总收入的 62%—没有任何

其它一家俱乐部的商业收入能够达

到总收入的60%。2014/15赛季见

证了该俱乐部与 Nike 续约足球装

备赞助，与阿联酋航空公司的球衣

赞助续约，以及与包括美国捷运公

司在内的其他几家跨国公司的新合

约。另外，与卡塔尔旅游局的主导

协议也是该俱乐部商业收入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日和转播收入

都有所提高，分别增长了 1,390 万

欧元（增幅 22%）和 2,240 万欧元 

（增幅 27%）。比赛日收入达到

7,800 万欧元，这归功于该队在

2014/15 赛季多了两场主场比赛。

在举办 2016 年欧洲杯之前完成的

体育场翻修也将帮助提升观赛体验

并保持该队的收入水平。 

 

相对于在财富榜上的其他球队而

言，巴黎圣日耳曼的转播收入较

低。它比转播收入最高的三支球队

少了 9,000 多万欧元，在前 20 名

的俱乐部里仅排名13，这反映出了

其他俱乐部所获得国内联赛转播收

入相对较高。在巴黎圣日耳曼价值

1.058 亿欧元的转播收入中，超过

一半（5,620 万欧元）是来自于欧

冠联赛的分红。这就体现了参与并

晋级到欧洲冠军杯比赛后半程的重

要性。 

 

巴黎圣日耳曼所取得的第 4 名是它

在财富榜上的最高排名，并且首次

超越了一直都在财富榜上的拜仁慕

尼黑队。巴黎圣日耳曼需要保持近

几年强劲的商业收入业绩，并以通

过进入冠军杯淘汰赛阶段的转播收

入来加以辅助，才能继续与拜仁和

其他一些强劲英超联赛俱乐部的竞

争，力保在财富榜前五名的位置。 

 
备注：巴黎圣日耳曼因参与欧洲赛事获得了欧足联 5,620

万欧元的分红，这部分收入包含在其转播收入内。 

 

 

 

 

 

 

 

 

 

 

 

 

 

 

 

 

 

 

巴黎圣日尔曼：2015 年收入概况（百万欧元） 

比赛日收入 7,800 万欧元（5,930 万英镑） 

直播收入 1.058 亿欧元（8,050 万英镑） 

广告收入 2.97 亿欧元（2.26 亿英镑） 

五年内总收入  

德勤足球财富排行榜排名  

2015 年收入 

€ 4.808 亿  
(£ 3.658 亿) 

2014 年收入(第 5 名) 

€ 4.713 亿 
(£ 3.941 亿) 

2014/15 国内联赛排名 

 

第 1 名 
Twitter 粉丝 

300 万人 

场均观众人数 

45,78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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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 

巴黎圣日耳曼需要保持近 

几年强劲的商业收入业绩， 

并以通过进入冠军杯淘汰 

赛阶段的转播收入来加以 

辅助，才能保持在财富榜 

前五名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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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拜仁慕尼黑 

在 2014/15赛季拜仁仍然在国内一

家独大，保持了它作为在财富榜上

排名最高的德国球队的位置，并且

连续三个赛季赢得了德国足球甲级

联赛冠军。然而取得欧洲赛事冠军

似乎成为了可望而又不可及的梦想

——德甲的冠军连续两年在欧洲冠

军联赛的半决赛中输给了最后的赢

家们。 

 

竞赛外，拜仁的总收入是4.74亿欧

元，低于 13/14 赛季所获得的史上

最高的 4.875 亿欧元。拜仁在财富

榜上的排名下滑两位，跌至第五，

这也是拜仁自 2006/07赛季以来的

最低排名。 

 

在 2014/15赛季，拜仁的商业收入

下 降 了 1,370 万 欧 元 （ 跌 幅

5%），降至2.781亿欧元。但是该

数字仍然是在财富榜上紧随巴黎圣

日耳曼之后的第二名。拜仁的竞争

优势一直都是来自于强劲的德国企

业市场。在 2014/15赛季，我们首

次看到前 6 家上榜俱乐部商业收入

都超过了 2 亿欧元；在过去的三个

赛季中，拜仁的最大竞争对手的商

业收入的平均涨幅竟超过拜仁涨幅

的两倍之多。这反映出这些顶尖俱

乐部（包括拜仁）的全球性品牌的

实力。 

 

拜仁的国际化策略正持续加快步

伐，在 2015 年，该俱乐部将它的

注意力投向了远东。在夏季的中国

之旅前，俱乐部成立了官方网上商

店，并宣布了和中国国家广播电视

台 CCTV 的内容共享协议。 

 

拜仁国际化的另一个焦点是美国。

在 2015/16赛季开始的新的国际转

播权协议将极大地提高美国的赛事

参与率。福克斯体育电视网将在全

美转播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相较于

之前的主转播方高尔电视，这将使

该赛事转播获得更大范围的覆盖

率。在 2014/15赛季，拜仁的转播

收入下跌至 1.061 亿欧元，只少量

地下跌了 160 万欧元。欧冠联赛的

分红增长了 530 万欧元，但这又被

因缺席欧洲超级杯和国际足联世俱

杯所导致其转播收入下降 690 万欧

元所抵消。 

 

比赛日收入从 8,800 万欧元少量增

长至 8,980 万欧元，这是由于拜仁

俱乐部在 2014/15赛季后半程及时

将安联球场的容纳量提高至 7.5 万

人，使场均人数上升至 72,882

人。 

 

2015/16 赛季冬歇期前，位于德国

足球甲级联赛中第一的拜仁正走向

连续第四个联赛宝座。同时，它将

在欧冠联赛的 16 强比赛中面对尤

文图斯。 

 

拜仁是一直名列在我们的财富榜前

十名的三支俱乐部之一，这是它自

2003/04 赛季以来第一次排名下

滑。巴伐利亚人在重回前三名的过

程中将面临非常激烈的竞争。它未

来的排名将主要取决于俱乐部和德

国足球甲级联赛的国际化策略。 

 
备注：拜仁慕尼黑因参与欧洲赛事获得了欧足联 4,990 万

欧元的分红，这部分收入包含在其转播收入内。 

拜仁慕尼黑队：2015 年收入概况（百万欧元） 

比赛日收入 8,980 万欧元（6,830 万英镑） 

直播收入 1.061 亿欧元（8,070 万英镑） 

广告收入 2.781 亿欧元（2.116 亿英镑） 

五年内总收入  

德勤足球财富排行榜排名  

2015 年收入 

€ 4.74 亿  
(£ 3.606 亿) 

2014 年收入(第 3 名) 

€ 4.875 亿 
(£ 4.077 亿) 

2014/15 国内联赛排名 

 

第 1 名 
Twitter 粉丝 

250 万人 

场均观众人数 

72,88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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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拜仁的国际化策略正持续加快 

步伐，在 2015 年，该俱乐部 

将它的注意力投向了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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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曼彻斯特城 

 

与前几年相比，尽管曼彻斯特城队

只有平稳的收入增长，但是仍然在

财富榜上保持了第 6 名的位置——

实现史上最高收入 3.526 亿英镑

（4.635 亿欧元），并且成为史上

第二支突破 3.5 亿欧元收入大关的

英国俱乐部。在球场上，曼努埃

尔·佩莱格里尼作为球队经理的第二

个赛季着实令人失望，曼城队将英

超联赛冠军和联赛杯冠军拱手相

让。在欧冠联赛的征程也因在 16

强比赛中输给了巴塞罗那队再次提

早收场。 

 

比赛日收入下跌了 410 万英镑（跌

幅 9%），至 4,340 万英镑。在

2014/15 赛季，伊蒂哈德足球场的

平均上座率下降了 4%。这是由于

为了赶在 2015/16赛季开始前，南

看台新增 7,000 个座位以及新增 3

排球场边坐席，施工期间导致可用

座位暂时减少，但完工后该球场容

量可达到 5.5 万人（增幅 15%）。

迄今为止，2015/16 赛季所有本土

赛事已经吸引了超过 5.3 万的观赛

人数，加上已获批规划的额外座位

使容纳量增至 6.1 万人次。伊蒂哈

德足球场可能将成为仅次于曼彻斯

特联队的老特拉福德球场的第二大

的英国俱乐部足球场。 

 

 

转播收入的增幅只有 2%（220 万

英镑）增至 1.354 亿英镑（1.78 亿

欧元）。曼城队当前作为英超联赛

排名前四的俱乐部，外加 2016/17

赛季新合约前来源于英超联赛的稳

定转播分红，意味着在 2015/16赛

季欧冠联赛的强劲表现将是提升转

播收入的最可观的来源。商业收入

占据曼城队总收入的 49%，增长了

620万英镑（增幅4%），至1.738

亿英镑（2.285 亿欧元）。这都归

功于该俱乐部与 22 家国际及区域

企业新开展的合作关系，其中包括

德国软件公司 SAP，日产，花旗集

团，和帕祖加信氏 PZ Cussons。 

 

据报道，在 2015 年末，一家由华

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CMC）领导

的中国财团投资了大约2.55亿英镑

以获得在城市足球集团 13%的控

股。这是继大连万达集团投资马德

里竞技俱乐部之后，财富榜上的球

队所接受的第二桩来自中国的大额

投资。这将使曼城队在越来越热衷

足球的中国市场进一步树立品牌和

提升自身在本地市场合作的商机。 

 

虽然曼城队需要在 2015/16赛季欧

冠联赛中取得上佳表现以获得收入

增长，但该队商业合约数量的发展

及其比赛日容纳量的提高都将使该

队明年首次冲击财富榜前五名的目

标变得近在咫尺。 

 
备注：曼彻斯特城队因参与欧洲赛事获得了欧足联 4,590

万欧元的分红，这部分收入包含在其转播收入内。 

曼彻斯特城队：2015 年收入概况（百万欧元） 

比赛日收入 5,700 万欧元 (4,340 万英镑） 

直播收入 1.78 亿欧元（1.354 亿英镑） 

广告收入 2.285 亿欧元（1.738 亿英镑） 

五年内总收入  

德勤足球财富排行榜排名  

2015 年收入 

€ 4.635 亿  
(£ 3.526 亿) 

2014 年收入(第 6 名) 

€ 4.165 亿 
(£ 3.483 亿) 

2014/15 国内联赛排名 

 

第 2 名 
Twitter 粉丝 

290 万人 

场均观众人数 

45,34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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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阿森纳 

在连续多年排名第八的情况下，在

2014/15 赛季 10%（3,080 万英

镑）的收入增长使得阿森纳迅速超

过本土竞争对手切尔西队，一跃晋

级第七名。该收入增长的绝大部分

（85%）都是额外的商业收入。该

队 2,620 万英镑的商业收入增长

（涨幅 34%）是在 2014/15 赛季

所有财富榜球队中排名第二的。 

 

商业收入显著增长的原因是阿森纳

开始了和彪马 Puma 足球装备的新

赞助合约。同时，阿森纳和阿联酋

航空公司最近续约的球衣和球场赞

助合约，以及同全球其他地区的新

合作关系都助力于阿森纳的商业收

入首次超过 1 亿英镑，并且比过去

两个赛季增长 66%。该球队商业收

入的显著增长体现了英超大牌俱乐

部的可观的商业价值，其中，阿森

纳正在缩短与曼联、曼城、切尔西

和利物浦在商业收入上的差距。 

 

尽管阿森纳比上个赛季少踢了两场

主场比赛，该队高达 1.004 亿英镑

的比赛日收入仍然是所有财富榜上

俱乐部中最高的。在财富榜上，没

有任何其它一家俱乐部的比赛日收

入占总收入比例能够达到该队的高

度 

 

 

 

 

 

（30%）。转播收入增长较

少，只增加了 440 万英镑达到

1.276亿英镑（增幅仅4%）。但这

仍是阿森纳财务收入的主要来源，

占总收入的 39%。在球场上，阿森

纳连续两个赛季赢得了英格兰足总

杯，同时也是史上赢得足总杯冠军

次数最多的球队（共 12 次）；取

得英超联赛第三名的位置后，阿森

纳连续 18 个赛季都取得欧冠联赛

资格，这也成为该队在英超俱乐部

中创下的伟大记录。然而，阿森纳

连续 5 个赛季在欧冠联赛争夺八强

的道路上中遗憾出局，本次则是输

给的阿尔塞纳·温格曾经执掌过的俱

乐部摩纳哥队。 

 

阿森纳在所有收入渠道上的创纪录

增长促使了该队在财富榜排名位 

 

 

 

 

 

 

 

 

 

置上升。该队同时首次实现了在所

有俱乐部中比赛日收入排名最高这

一丰功伟绩。它是在同一赛季中三

个主要收入都实现超过 1 亿英镑的

第二个英超俱乐部。在未来，阿森

纳将有机会争夺财富榜前五名的位

置。 

 
备注：阿森纳因参与欧洲赛事获得了欧足联 3,640 万欧元

的分红，这部分收入包含在其转播收入内。 

 

 

 

 

 

 

阿森纳：2015 年收入概况（百万欧元） 

比赛日收入 1.32 亿欧元（1.004 亿英镑） 

直播收入 1.677 亿欧元（1.276 亿英镑） 

广告收入 1.358 亿欧元（1.033 亿英镑） 

五年内总收入  

德勤足球财富排行榜排名  

2015 年收入 

€ 4.355 亿  
(£ 3.313 亿) 

2014 年收入(第 8 名) 

€ 3.593 亿 
(£ 3.005 亿) 

2014/15 国内联赛排名 

 

第 3 名 
Twitter 粉丝 

680 万人 

场均观众人数 

59,99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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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切尔西 

 

2014/15 赛季对于球场上的切尔西

队来说是成功的。因为该队在联赛

还剩余三场比赛时就赢得了联赛冠

军，也保住了联赛杯冠军的位置。

然而该赛季切尔西的总收入却从

3.244 亿英镑稍微下滑至 3.195 亿

英镑（跌幅 2%），导致在财富榜

上的排名下滑一位，排名第八。 

 

虽然切尔西在 2014/15赛季所有英

超联赛俱乐部中获得了集中分布收

入的最高金额（9,900 万英镑），

但是其总收入下滑 490 万英镑的主

要原因是转播收入的下滑。相比于

上个赛季晋级至半决赛的成绩，切

尔西本赛季在欧洲冠军联赛 16 强

比赛中输给巴黎圣日耳曼，直接导

致了欧冠联赛分红从 3,630 万英镑

（4,340 万欧元）降至 2,980 万英

镑（3,920 万欧元）。虽然收入有

所下降，切尔西仍然在所有财富榜

上的俱乐部中拥有第四高的转播收

入，排在它前面的是皇家马德里，

巴塞罗那和尤文图斯。 

 

 

 

 

 

 

 

 

 

 

 

切尔西在 2014/15赛季的商业收入

几乎没有太大变化，保持在 1.113

亿英镑。在 2015/16 赛季， 

切尔西将迎来商业收入的大幅上

涨，原因是它和日本横滨橡胶株式

会社所签订的据说价值 2 亿英镑的

五年合约，同时也是英国足球史上

第二高的球衣赞助合约。据报道，

该俱乐部与横滨的合约价值是其之

前与三星合约价值的二倍，这也会

帮助切尔西进一步向财富榜收入前

五名的俱乐部靠拢。 

 

斯坦福桥球场的容纳量限制在

2014/15 赛季再一次得到凸显，因

为比赛日收入下跌了 20 万英镑，

跌至 7,080 万英镑。虽然切尔西在 

 

 

 

 

 

 

 

所有财富榜球队中的比赛日收入已

经位列前五，该俱乐部最近又提交

了在斯坦福桥球场区域建设一个拥

有 6 万座位的新球场的计划申请

书，这标志着切尔西继续提高比赛

日收入的明确意愿。这也将在中期

内显著提升该俱乐部的收入。 

 

在短期内，虽然商业收入能够提高

切尔西队在 2015/16赛季的收入，

本赛季该队的场上表现将对其未来

欧冠联赛的参与资格有所影响，同

时也可能使该队在未来两年都无法

重回财富榜排名的前五位。 

 
备注：切尔西因欧洲赛事获得了欧足联 3,920 万欧元的分

红，这部分收入包含在其转播收入内。 

切尔西：2015 年收入概况（百万欧元） 

比赛日收入 9,310 万欧元（7,080 万英镑） 

直播收入 1.782 亿欧元（1.356 亿英镑） 

广告收入 1.487 亿欧元（1.131 亿英镑） 

五年内总收入  

德勤足球财富排行榜排名  

2015 年收入 

€ 4.2 亿  
(£ 3.195 亿) 

2014 年收入(第 7 名) 

€ 3.879 亿 
(£ 3.244 亿) 

2014/15 国内联赛排名 

 

第 1 名 
Twitter 粉丝 

640 万人 

场均观众人数 

41,54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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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利物浦

利物浦在今年的财富榜上保持了其

第 9 名的位置。在回归欧冠联赛

后，其总收入增幅达 17%（4,230

万英镑）；同时，利物浦的比赛日

收入也实现了良性增长。 

 

随着利物浦失去了天才前锋路易

斯 · 苏亚雷斯，该队想要重复

2013/14 赛季的场上辉煌将是件难

以完成的任务，这一说法也在本赛

季得以证实。在 2014/15赛季，利

物浦虽然自 09/10 赛季以来首次进

入欧冠联赛，但在小组赛中的早早

出局着实令人失望。该队在英超联

赛第六名的最终排名也使其失去了

在 2015/16赛季的欧冠联赛的参赛

资格。联赛平均观赛人数虽稍有下

滑，但利物浦的比赛日收入却增长

了 1,170 万英镑（增幅 26%）。这

主要归功于利物浦的 4 场主场欧冠

赛事和由于英国双杯均进入半决赛

所获得的额外三场主场国内赛事。

安菲尔德球场的重新开发正在顺利

进行中，预计在 2016/17 赛季完

工。球场容量将至 5.4 万人，这会

显著提高利物浦的比赛日收入。 

 

利物浦的转播收入增长了 2,190 万

英镑（增幅 21%），从欧冠联赛中

获得的 3,410 万欧元的分红抵消了

其在英超联赛中由于排名落后所减

少的 470 万英镑的收入。在 15/16

赛季因为缺席欧冠联赛，利物浦的 

 

转播收入将会显著下降。新的英超

联赛转播合约将在 2016/17赛季生

效，届时将推动包括利物浦在内的

所有英超联赛俱乐部在未来赛季中

的收入。 

 

与其比赛日和转播收入的增长相

比，利物浦的商业收入增长更为放 

缓，仅为 870 万英镑（增幅

8%）。该增长将因渣打银行公布

的三年期的球衣赞助续约而得以持

续。渣打银行从 2010/11赛季就成

为利物浦的球衣赞助商，本次续约

将一直延续到 2018/19赛季末。另

外，该队 2014/15赛季的装备供应

商 Warrior 的 母 公 司 New 

Balance，将从 2015/16 赛季起代

替 Warrior 成为利物浦的装备供应

商。 

 

即使无法参加欧冠联赛，利物浦在

财富榜前十名中的位置看起来仍然

相对安全。利物浦的真正挑战在于

重新夺回在欧冠联赛中的资格，以

便充分使用重建后的安菲尔德球

场，并在未来的财富榜中提升排

名。 

 
备注：利物浦因参加欧洲赛事获得了欧足联 3,410 万欧元

的分红，这部分收入包含在其转播收入内。 

 

 

 

 

 

 

 

 

 

 

 

 

 

 

 

 

 

 

 

 

 

 

 

 

 

 

 

利物浦：2015 年收入概况（百万欧元） 

比赛日收入 7,500 万欧元（5,710 万英镑） 

直播收入 1.638 亿欧元（1.246 亿英镑） 

广告收入 1.53 亿欧元（1.164 亿英镑） 

五年内总收入  

德勤足球财富排行榜排名  

2015 年收入 

€ 3.918 亿  
(£ 2.981 亿) 

2014 年收入(第 9 名) 

€ 3.059 亿 
(£ 2.558 亿) 

2014/15 国内联赛排名 

 

第 6 名 
Twitter 粉丝 

520 万人 

场均观众人数 

44,67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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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尤文图斯 

 

老妇人尤文图斯队的复兴还在继

续，本赛季实现了 4,490 万欧元的

增长（增幅 16%） ,总收入增至

3.239 亿欧元。该队总收入首次突

破 3 亿欧元大关，在财富榜上保持

了第十名的位置。在球场上，斑马

军团通过四次连续夺冠垄断了意大

利甲级足球联赛宝座。该队也成为

第一支十次赢得意大利杯冠军的球

队。在 1995/96赛季欧冠夺冠后，

尤文图斯在 12 年后首次回归欧冠

决赛，但由于决赛输给巴塞罗那，

对欧洲冠军宝座的等待还在继续。 

1.99 亿欧元的转播收入（增长了

4,390 万欧元，增幅 28%）依然显

著，占据了尤文总收入的 61%。在

2014/15 赛季只有皇家马德里

（ 1.999 亿欧元）和巴塞罗那

（1.998 亿欧元）的转播收入高于

尤文图斯。随着该队在欧冠联赛的

出色表现，欧冠联赛的分红增长了

3,900 万欧元，达到 8,910 万欧

元。这比冠军巴塞罗那的分红还高

出 2,810 万欧元，同时也是欧冠联

赛对足球俱乐部的史上最高分红。

特别是尤文的欧冠联赛市场份额分

红（支付给俱乐部的金额参照每个

国家转播合约的价值而定）增长了

2,620 万欧元，增至 5,820 欧元，

原因是 2014/15赛季只有两家俱乐

部分摊意大利在欧冠联赛中可获得

的市场份额分红（增长了 1,350 万

欧元），而对应的 2013/14 赛 

 

 

 

季则由晋级欧冠小组赛的三家

意大利足球俱乐部共享。 

 

尤文图斯在 2014/15赛季创造了价

值 5,140 万欧元的比赛日收入，比

上个赛季增长了 1,040 万欧元（增

幅 25%），虽然尤文图斯球场的容

纳量较小，该收入仍在意大利足球

俱乐部中排名第一。尤文参与了和

上个赛季相同数量的主场比赛。但

是进入欧冠决赛支撑了收入增长，

也突出了决赛对于球迷的吸引力。

几乎坐满的球场提高了观赛氛围

（接近 90%的上座率），球场的装

饰也十分吸引人，这都确立了尤文

图斯在意大利获得俱乐部专属球场

的先发优势。其他俱乐部也将迎头

赶上，比如意大利罗马队将在

2018/19 赛季竣工能容纳 5.25 万

座位的罗马足球场。 

尤文的商业收入下跌了 940 万欧

元，降至 7,350 万欧元。该收入在 

财富榜上排名第 14 名，明显落后

于其在意大利的竞争对手 AC 米兰 

 

 

 

 

 

（9,710 万欧元）。在 2015/2016

赛季，尤文将开始和Adidas长达6

年，每年价值 2,930 万欧元的装备

合约；并和 Jeep 以每赛季增加

1,700 万欧元的球衣赞助续约。这

两项合约应该会驱动商业收入的增

长。意大利的足球俱乐部在获得商

业合作中面对着来自欧洲其他竞争

对手的激烈的竞争。然而，尤文图

斯要缩小商业收入差距的雄心在其 

构建“尤村”中凸显出来。“尤

村”计划于 2017 年年末完成，其

中包括了一个概念店，尤酒店和尤

学校。 

在俱乐部主席安德雷亚·阿涅利的领

导下，尤文的收入在四年内已经翻

了两倍，但是在 2015/16赛季可能

会略微下降。为了在中期内保住它

在财富榜上前十名的位置，尤文俱

乐部需要保持近期的极高水准。 

 
备注：尤文图斯因参加欧洲赛事获得了欧足联 8,910 万欧

元的分红，这部分收入包含在其转播收入内。  

尤文图斯：2015 年收入概况（百万欧元） 

比赛日收入 5,140 万欧元（3,910 万英镑） 

直播收入 1.99 亿欧元（1.514 亿英镑） 

广告收入 7,350 万欧元（5,590 万英镑） 

五年内总收入  

德勤足球财富排行榜排名  

2015 年收入 

€ 3.239 亿  
(£ 2.464 亿) 

2014 年收入(第 10 名) 

€ 2.79 亿 
(£ 2.333 亿) 

2014/15 国内联赛排名 

 

第 1 名 
Twitter 粉丝 

240 万人 

场均观众人数 

36,29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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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赛季财富榜上第十名和第十一名的 

收入差距由上个赛季的 1,750 万欧元 

增至 4,330 万欧元。上榜前十名的球

队与上个赛季相比并无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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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多特蒙德 

虽然多特蒙德在 2014/15赛季中的

总收入达 2.806 亿欧元，较去年增

长了 1,910 万欧元（增幅 7%），

该队却离步入财富榜前十名的位置

渐行渐远。 

 

以多特蒙德过去几年的高标准而

言，这个赛季联赛竞争出师不利，

最终排名第七，着实令人失望。同

时又传来了受人爱戴的教练尤尔

根·克洛普即将在 2014/15 赛季末

离开的不好消息。多特蒙德在本赛

季的表现，以及无缘欧冠联赛十六

强（在 2013/14赛季该队进入了四

分之一决赛），都使得该队的转播

收入无法大幅上涨，而是保持在

8,210 万欧元。 

 

与其他德国俱乐部一致，多特蒙德

的财政业绩也一样由强大的商业合

作支撑。在 2014/15赛季，该队的

商业收入增长了 2,040 万欧元（增

幅 16%），增长至 1.443 亿欧元，

在财富榜俱乐部的商业收入中排名

第九名。 

 

2014 年的夏季见证了多特蒙德采

取了和拜仁慕尼黑相似的商业手

法，与长期合作伙伴赢创工业， 

Puma 和西格尔·依杜纳金融建立了

战略合作关系，这三家企业都将持

有多特蒙德俱乐部的股权。在这些

合约公开的同时，赢创工业还和该

俱乐部新签订了长达 10 年的球衣

赞助合约，该合约将延续到 2025

年；而西格尔·依杜纳金融则延长了

其球场冠名权的合约至 2026 年。

据报道，上述这两份合约在每个赛

季的价值分别为 1,800 万欧元和 

580 万欧元。 

 

虽然多特蒙德在 2014/15赛季在球

场上的表现欠佳，但是该俱乐部作

为西格尔·依杜纳公园球场的商业合

作伙伴的优势却十分明显，本赛季

平均联赛观众人数达到 8 万人以

上，创造了令人艳羡的比赛日氛

围，在世界舞台上遥遥领先。不过

由于该俱乐部在欧冠联赛中早早退

场，比赛日收入略有下滑，跌至

5,420 万欧元，下跌 190 万欧元

（跌幅 3%）。 

多特蒙德的终极目标就是确立其长

期作为拜仁慕尼黑在德国国内的首

要竞争对手。该队在 2015/16赛季

上半程的重振旗鼓实现了其在冬歇

期前成为德甲联赛的第二名。不过

短期内由于多特蒙德无法获得欧冠

联赛的分红，在明年的财富榜上该

队可能会离前十名的位置越来越

远。 

 
备注：多特蒙德因参加欧洲赛事获得了欧足联 3,350 万欧

元的分红，这部分收入包含在其转播收入内。 

 

 

 

  

多特蒙德：2015 年收入概况（百万欧元） 

比赛日收入 5,420 万欧元（4,120 万英镑） 

直播收入 8,210 万欧元（6,250 万英镑） 

商业收入 1.443 亿欧元（1.098 亿英镑） 

五年内总收入  

德勤足球财富排行榜排名  

2015 年收入 

€ 2.806 亿  
(£ 2.135 亿) 

2014 年收入(第 11 名) 

€ 2.615 亿 
(£ 2.187 亿) 

2014/15 国内联赛排名 

 

第 7 名 
Twitter 粉丝 

190 万人 

场均观众人数 

80,4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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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托特纳姆热刺

2014/15 赛季，托特纳姆热刺不论

在场内还是场外，都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除了总收入增幅 9%，达到

1.959 亿英镑外，该队新的球场项

目建设也取得了巨大进展。同时在

球场上，2014/15赛季因为哈里·凯

恩的出现而留给球迷们深刻的记

忆。凯恩是继 1991/92 赛季加

里·莱因克尔之后，首位在一个赛季

斩获 30 粒进球的热刺球员。他的

贡献使得热刺队在英超联赛的最终

排名为第五，并且闯进英格兰联赛

杯决赛。 

 

虽然转播和比赛日收入与去年相对

持平，热刺的总收入因商业收入

38%的增长（增至 5,940 万英镑）

而大幅提高。该俱乐部和最大的独

立上市的泛亚洲人寿保险集团——

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签订的五年

期的赞助合约支撑了其商业收入的

增长。除此之外，该合约还将为热

刺队在亚太地区的品牌推广提供平

台。 

 

2014/15 赛季热刺的球场利用率保

持在 99%。据报道，大约有 4.8 万

球迷还在等待购买球队的季票。

在 2015 年 12 月，夏灵基区政府

批准了该俱乐部新增一个 6.1 万座

位的球场。该审批的通过也显示出

政府欢迎热刺俱乐部长期发展计划

并提供显著支持。 

 

新球场计划于 2018/19赛季开放，

其多功能的创新设计也属英国国内

首次，它包括了一个完全可以伸缩

的草地球场。这将使在其下方的合

成的草坪表面能够被用于多种其他

的体育赛事，比如美国橄榄球。在

2015 年，热刺俱乐部和美国国家

橄榄球联盟签订了十年的合作关

系，以后每个赛季将至少有两场美 

 

 

 

 

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常规赛在这里

举行。 

 

短期内，从 2016/17赛季开始，热

刺在英超联赛的转播收入将保持稳

定增长，该队也许会因此而超越其

它欧洲俱乐部，第二次进入财富榜

前十名。从长期看，为了追赶并超

越财富榜上排名靠前的英国俱乐

部，热刺对欧洲冠军联赛的参与是

非常关键的。外加球场改造所带来

的比赛日和商业收入机会，热刺俱

乐部很有可能具有长期登上财富榜

前十名的潜力。 
 

备注：托特纳姆热刺因参加欧洲赛事获得了欧足联 610 万

欧元的分红，这部分收入包含在其转播收入内。 

 

比赛日收入 5,420 万欧元（4,120 万英镑） 

直播收入 1.252 亿欧元（9,530 万英镑） 

商业收入 7,810 万欧元（5,940 万英镑） 

五年内总收入  

德勤足球财富排行榜排名  

托特纳姆热刺：2015 年收入概况（百万欧元） 

2015 年收入 

€ 2.575 亿  
(£ 1.959 亿) 

2014 年收入(第 13 名) 

€ 2.155 亿 
(£ 1.802 亿) 

2014/15 国内联赛排名 

 

第 5 名 
Twitter 粉丝 

130 万人 

场均观众人数 

35,76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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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沙尔克 04 

在德甲联赛中，随着延斯·凯勒教练

在 2014年 10月被解雇之后，代替

其执掌沙尔克 04 的罗伯托·迪马特

奥教练也在本赛季末安排下课，这

导致了沙尔克 04 连续四个赛季以

来首次排名在德甲第四名开外。不

过，“皇室蓝”在财富榜收入排名

却上升了一位，排名第十三名。这

也是沙尔克 04 连续十三个赛季占

据财富榜前二十名的位置了。 

 

沙尔克之所以能够一直都在财富榜

榜上有名，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该队

是欧冠联赛的常客。在 2014/15赛

季，该俱乐部又一次晋级欧冠十六

强，收获来自欧足联 2,890 万欧元

的分红。这也使该俱乐部转播收入

实现 400 万欧元的增长（增幅

6%），增至 7,260 万欧元。 

 

在 2014/15赛季，沙尔克的商业收

入增长了 360 万欧元（增幅

3%），增至1.079亿欧元。这主要

归功于沙尔克对其国际活动的大力

投入。据报道，该俱乐部在国际赛

事上的出席率在所有德国的俱乐部

中高居第二名。同时沙尔克还拥有

20多个俱乐部媒体频道，能够以五

种语言向世界不同地区播放。 

 

“皇室蓝”的国际策略焦点在远

东，尤其是它在欧洲以外的最重要

的市场之一，中国。在 2014 年 10

月，沙尔克的一队代表团到中国访

问，通过其著名的青少年发展项目

和社交媒体活动来开发其在中国市

场的品牌形象。2015 年 7 月，沙

尔克 04 再次访问中国，并且带去

了青少年足球训练营项目。 

 

虽然在球场上的表现欠佳，“皇室

蓝”仍然是德国最受欢迎的俱乐部

之一。它每场比赛的平均观众人数

超过 6.15 万人。在 2014/15 赛

季，因为沙尔克少踢了两场主场比

赛，比赛日收入稍有下滑，从去年

的 4,110 万欧元下滑至 3,920 万欧

元。 

 

因为沙尔克在国内比赛中令人失望

的表现，造成的最严重后果是它将

无缘 2015/16赛季的欧冠联赛。缺

席参加这个全欧洲最顶级的赛事将

毫无疑问地对该俱乐部和其球迷造

成伤害，同时也可以预见明年“皇

室蓝”在财富榜上的排名可能下

滑。 

 
备注：沙尔克 04因参与欧洲赛事获得了欧足联 2,890万欧

元的分红，这部分收入包含在其转播收入内。 

沙尔克 04：2015 年收入概况（百万欧元） 

比赛日收入 3,920 万欧元（2,980 万英镑） 

直播收入 7,260 万欧元（5,520 万英镑） 

商业收入 1.079 亿欧元（8,210 万英镑） 

五年内总收入  

德勤足球财富排行榜排名  

2015 年收入 

€ 2.197 亿  
(£ 1.671 亿) 

2014 年收入(第 14 名) 

€ 2.14 亿 
(£ 1.79 亿) 

2014/15 国内联赛排名 

 

第 6 名 
Twitter 粉丝 

40 万人 

场均观众人数 

61,57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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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C 米兰 

 

在上一期的财富榜中，AC 米兰首

次掉出了前十名；在 2014/15 赛

季，它的排名又连降两名，从第十

二名降至第十四名。财富榜上只有

两个俱乐部的总收入下降，而米兰

是其中之一，米兰红黑军团高达

5,060 万欧元（20%）的跌幅是目

前跌幅最惨烈的。 

 

由于自 1998/99赛季以来首次未能

获得欧足联的分红（其 2013/14赛

季的分红是 3,970 万欧元），米兰

转播收入惨烈下滑。由于该俱乐部

在 2014/15赛季的糟糕表现（意甲

联赛排名第十，意大利杯止步四分

之 一 决 赛 ） ,AC 米 兰 失 去 了

2015/16 赛季重返欧洲赛事的机

会。 

 

在 2014/15赛季米兰的比赛日收入

仅为 2,230 万欧元，比去年低了

10%（260 万欧元）。这是由于该 

队少踢了 5 场主场比赛，而主要原

因还是因为米兰无缘欧冠联赛。比

赛日收入只占据总收入的 11%，仍

然是最低的收入来源。这也是财富

榜上所有俱乐部中比赛日收入占总

收入的最低比例，同时反映出圣西

罗球场的设施陈旧。相对于 5 年前

搬至新球场的意大利最赚钱俱乐部

尤文图斯，米兰的比赛日收入尚不

及前者的一半。 

 

在 2014/15赛季，米兰的商业收入

下跌了 500 万欧元（跌幅 5%），

跌至 9,710 万元。该俱乐部与阿联

酋航空公司签订的球衣赞助合同将

从 2015/16 赛季开始续约，为期 5

年。这是米兰商业收入的一个主要

支撑。2014/15 赛季米兰实现了和

奥迪的续约，以及和世界各地其他

企业的商业合作。这都是推动米兰

商业收入的力量。然而，米兰连续

两个赛季缺席欧冠联赛无疑将导致

它在未来无法大幅提高商业收入。 

 

AC 米兰从财富榜上的排名下滑不

仅仅反应了它所有收入来源的缩

水，同时也为俱乐部想要追赶上欧

洲其他俱乐部敲响了警钟。如果米

兰想要重回财富榜前十名的位置，

球场上的优质表现以及一个更加现

代化的球场都是至关重要的。 

 

  

AC 米兰：2015 年收入概况（百万欧元） 

比赛日收入 2,230 万欧元（1,700 万英镑） 

直播收入 7,970 万欧元（6,060 万英镑） 

商业收入 9,710 万欧元（7,390 万英镑） 

五年内总收入  

德勤足球财富排行榜排名  

2015 年收入 

€ 1.991 亿  
(£ 1.515 亿) 

2014 年收入(第 12 名) 

€ 2.497 亿 
(£ 2.088 亿) 

2014/15 国内联赛排名 

 

第 10 名 
Twitter 粉丝 

310 万人 

场均观众人数 

36,63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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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马德里竞技 
 

 

重新达到在 2013/14赛季赢得西甲

冠军的高度对于马德里竞技来说是

十分艰巨的任务，正如本赛季它在

西甲的最终排名第三，以及在欧冠

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再一次输

给同城对手皇家马德里。不过，马

德里竞技的总收入从 1.699 亿欧元

增长至 1.871 亿欧元（增幅 10%）

着 实 令 人 称 赞 。 虽 然 它 是 在

2014/15 赛季的财富榜中排名第三

的西班牙俱乐部，但巴塞罗那和皇

家马德里的总收入都是马德里竞技

的三倍之多，证明了巴萨和皇马在

西甲所有球队中持续的财力主导地

位。 

 

我们的财富榜连续多年反映出了西

班牙足球俱乐部在财政收入上的两

级分化现象。西班牙皇室在 2015

年 5 月宣布将转播权以集中的方式

出手，此举将能够帮助其他国内俱

乐部缩短和皇马、巴萨的收入差

距，其中包括马德里竞技。尽管从

中期来看，马竞应该会从西甲的新

办法中受益，未来将大幅提高转播

收入，但是在 2014/15赛季它的转

播收入下降了 990 万欧元（跌幅

10%），降至 8,660 万欧元。这主

要是因为马竞无法重演晋级欧洲冠

军联赛决赛的辉煌，使得欧足联的

分红从 5,000 万欧元降至 4,370 万

欧元。 

 

马竞总收入的增长都归功于其商业

收入的增长，增幅 2,240 万欧元

（55%），升至 6,330 万欧元，这

意味着马竞现在 34%的总收入都来

源于商业收入。通过和阿塞拜疆旅

游局的合约延续至 2014/15 赛季

末，俱乐部展示了自己的国际吸引

力。马竞还将自己俱乐部 20%的股

权以 4,500 万欧元的价格卖给了中

国大型企业集团万达集团。与这位

新投资商在足球青训领域的战略合

作将显著改善马竞的商业收入来

源。从 2015/16赛季开始，交易公

司 Plus 500也和马竞有着连续两个

赛季的球衣赞助合约，这也会帮助

马竞进一步提高未来的商业收入。 

 

比赛日收入上涨 470 万欧元（增幅

14%），增至 3,720 万欧元。这归

功于平均主场联赛的观众人数从

39,975 增加到 42,110 人（增幅

5%）。虽然如此，77%球场的上

座率表明马竞还有提高比赛日收入

的潜力。随着其可容纳大概 7 万人

新球场的建设，马竞是否能够吸引

更多球迷创造比赛日体验将变得至

关重要。 

 

虽然马竞在 2014/15赛季中丢失了

联赛冠军，但赛季成功表现还是提

高了观众人数，巩固了商业合约，

还吸引了来自中国的投资。随着其

上升的转播分红收入和更大球场的

建立，马竞应该对其今后长踞在财

富榜的能力感到更加自信。 

 
备注：马德里竞技因参加欧洲赛事获得了欧足联 4,370 万

欧元的分红，这部分收入包含在其转播收入内。 

 

马德里竞技：2015 年收入概况（百万欧元） 

比赛日收入 3,720 万欧元（2,830 万英镑） 

直播收入 8,660 万欧元（6,590 万英镑） 

商业收入 6,330 万欧元（4,810 万英镑） 

五年内总收入  

德勤足球财富排行榜排名  

2015 年收入 

€ 1.871 亿  
(£ 1.423 亿) 

2014 年收入(第 15 名) 

€ 1.699 亿 
(£ 1.421 亿) 

2014/15 国内联赛排名 

 

第 3 名 
Twitter 粉丝 

190 万人 

场均观众人数 

42,1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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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罗马 

自 2010/11赛季以来，罗马首次回

归欧冠联赛成为了 2014/15赛季俱

乐部收入增长的驱动力（增长

5300 万欧元，增幅 42%）。最

终，罗马以第十六的名次重新挺进

足球财富榜前二十，较去年上升了

八个名次。在意甲联赛中，贾洛罗

索人在上半个赛季以冠军强有力争

夺者的姿态出现，但最终在元旦之

后的联赛竞争中无法追赶尤文图斯

的脚步，连续两个赛季以较大分差

错失冠军。 

 

尽管罗马在欧冠联赛小组赛和之后

的欧联杯 16 强比赛中出局，但是

其仍在 2014/15赛季从欧足联处获

得了 4700 万欧元的收入。只有两

支意大利球队取得了欧冠小组赛参

赛资格的事实推动了市场份额因

素，使这笔收入的绝大部分都与欧

洲冠军联赛有关。这笔分红帮助转

播收入增长了三分之二，达到了

1.14 亿欧，占到了整个俱乐部收入

的 63%。 

 

比赛日的收入增加了 920 万欧元，

增长 43%，达到了 3040 万欧元。

这一增长也受回归欧洲联赛的推

动，这是因为与上个赛季相比，两

个欧洲赛事为罗马奥林匹克球场带 

 

 

 

 

 

来了额外的五个主场比赛。季票持

有人数的增长（2013/14 赛季人数

为 24000，现有人数 28000）也推

动了收入的增长。 

 

尽管罗马的商业收入减少了 150 万

欧元（4%），2014/15 赛季是罗

马与耐克十年长期合作的第一年，

其希望通过与耐克的合作提升国际

形象。虽然贾洛罗索人计划的新体

育场-罗马德拉体育馆还未开工建

设，但预计在 2018/19赛季新体育

场就会开放。体育馆开放之后将会

极大推动比赛日收入和商业收入的

增加。 

 

罗马已经稳步的进入了 2015/16欧

洲冠军联赛淘汰赛阶段，他在明年

的足球财富排行榜上的位置应该就

有了保障。贾洛罗索人有望能够 

 

 

 

在榜单上第一次压倒 AC 米兰，成

为排名第二的意大利足球 

 

 

俱乐部。从长远来看，持续参加欧

洲顶级赛事及新体育馆的建成是帮

助俱乐部留在足球财富排行榜前二

十名的必要条件。 

 
备注：根据参与欧洲竞争的场次，罗马从欧足联分得 4720

万欧元，包括在宣传收入中（包括欧足联收取的违反欧足

联财政公平法案的扣留） 

 

 

 

 

 

 

 

 

罗马：2015 年收入概况（百万欧元） 

比赛日收入 3,040 万欧元（2,310 万英镑） 

直播收入 1.14 亿欧元（8,670 亿英镑） 

广告收入 3,600 万欧元（2,740 万英镑） 

五年内总收入  

德勤足球财富排行榜排名  

2015 年收入 

€ 1.804 亿  
(£ 1.372 亿) 

2014 年收入 

€ 1.274 亿 
(£ 1.065 亿) 

2014/15 国内联赛排名 

 

第 2 名 
Twitter 粉丝 

90 万人 

场均观众人数 

40,1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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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纽卡斯尔联队 

 

尽管纽卡斯尔联队在收入方面出现

了细微的下滑，收入减少了 90 万

欧元，降至 1.288 亿欧元，但是它

在足球财富排行榜的地位得到了巩

固，上升了两个名次，排到第 17

名。而在球场上，2014/15 赛季对

纽卡斯尔联队来说又是一个艰难赛

季。  新年伊始，随着主教练阿

兰·帕杜的离开，从三月开始，喜鹊

遭受了八连败，是其英超历史上的

最差表现，在赛季的最后一天获得

了联赛第十五名的位置，避免了降

级。 

 

纽卡斯尔继续获益于英超转播分配

方案， 足足 60%的收入来自于集

中性转播分配。总的来说，转播收

入下滑了 110 万欧元，降低到

7700 万欧元。尽管电视直播出镜

（由 14 涨到 20）费用上涨，但不

足以缓解比上赛季排名下降五位所

导致的分红减少。 

 

尽管纽卡斯尔与彪马的长期续约已

经生效，但是其商业收入在 13-14

赛季上涨50%之后，在14-15赛季 

 

 

 

 

 

 

有了细微下降，减少了 70 万，降

至 2490 万欧元。在纽卡斯尔的收

入中，仅有 19%来自于商业收入， 

俱乐部的问题说明了那些经常在 

欧冠联赛中比赛或竞争的俱乐部和

剩下的俱乐部之间存在着商业利益

分配的两极化。 

 

尽管球场表现令人失望，比赛日收

入还是增长了 90 万欧元，达到了

2680 万欧元，因为纽卡斯尔在英

超中仍然拥有第三高的场均上座率

（50,500）。 

 

纽卡斯尔的足球财富排行榜排名是

英超集中式转播分配协议价值的体

现，同时也可以体现强大的忠实球

迷阵容，英超的第四大体育场成为

忠实球迷的圣殿。中期来看，16-

17 赛季开始生效的新英超转播 

 

 

 

 

 

 

 

协议，应该能保证纽卡斯尔上榜。 

但是如果纽卡斯尔联队想要上升至

之前排名前十的高度，球队需要极

大地提升场上的表现。 

 

 

 

 

 

 

 

 

 

 

 

 

 

 

 

 

 

 

 

 
 

 

纽卡斯尔联队：2015 年收入概况（百万欧元） 

比赛日收入 3520 万欧元（2,680 万英镑） 

直播收入 1.014 亿欧元（7,710 万英镑） 

商业收入 3,270 万欧元（2,490 万英镑） 

五年内总收入  

德勤足球财富排行榜排名  

2015 年收入 

€ 1.693 亿  
(£ 1.288 亿) 

2014 年收入(第 19 名) 

€ 1.551 亿 
(£ 1.297 亿) 

2014/15 国内联赛排名 

 

第 15 名 
Twitter 粉丝 

70 万人 

场均观众人数 

50,5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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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埃弗顿 

埃弗顿在本赛季实现了 1.256 亿英

镑（1.651 亿欧元）的总收入，达

到历史最高点。其在足球财富榜位

列第 18 位，比上一赛季提升两

位，且首次连续两届进入财富榜前

20。 

 

虽然太妃糖在欧联杯中进入 16

强，但其国内赛场表现欠佳。过早

的在英国杯赛中出局，并且在英超

联赛仅排第 11 位，— 自 2005/06

赛季以来的历史最低排名。 

 

如同许多其他英超联赛俱乐部一

样，埃弗顿目前的主要收入来源于

转播收入，该收入占总收入的

69%， 增长了 200 万英镑，增至

8680 万英镑。该收入金额在财富

榜中位列第十，并超过了欧洲劲旅

拜仁慕尼黑和巴黎圣日耳曼的该项

收入。因英超联赛最终排名较低而

减少的分红由埃弗顿在 2014/15赛

季欧联杯的表现额外获得的欧足联

分红（合计 7500 万英镑）所弥

补。由于埃弗顿失去参加 2015/16

赛季欧冠联赛的资格，这意味着它

需要在欧联杯中拿出高超的表现以

维持转播收入的整体水平。 

 

2014/15 赛季的欧联杯比赛中，埃

弗顿有三场额外主场比赛，这为其 

 

 

 

 

增加了 120 万的（7%）比赛日收

入增长。由于其在上一赛季的欧联

杯表现良好，埃弗顿的季票持有率

达到十年来历史最高并使得其

2014/15 赛季的欧联杯平均主场上

座率提高了 2%。然而，由于无法

满足场馆变更或扩建古迪逊公园球

场的紧迫需求，俱乐部比赛日收入

依然受到限制且在短期内无法得到

实质性提高。 

 

尽管太妃糖的商业收入增长至

2,010 万英镑（2,640 万欧元），

但其仍然是足球财富排行榜前 20

名中获得商业收入最低的球队。到

足球财富榜下期时，该俱乐部与

Chang 牌酒业（球衣赞助商）和茵

宝（体育装备制造商）的协议仍然

存在，愈加凸显了俱乐部进一步开

展更广泛商业活动的重要性。然

而，这些数字必须以埃弗顿的实际

情况来考虑，因为埃弗顿将许多商

业运作进行外包处理，故总体收入

有所减少，但并未触及收入底线。 

 

 

 

 

 

 

第一次连续出现在足球财富排行榜

上也说明埃弗顿的财政方面发展显

著。然而，由于缺乏欧足联的分

红，其在 2015/16赛季转播收入上

的压力不断增加，加上在比赛日和

商业活动上面临的挑战，意味着其

明年的第三次连续登榜可能会化为

泡影。 

 
杯注：根据参与欧洲赛事的场次，埃弗顿从欧足联分得

750 万欧元，包含在转播收入中。 

 

 

 

 

 

 

 

 

 

 

 

 

 

 

 

 

埃弗顿：2015 年收入概况（百万欧元） 

比赛日收入 2,460 万欧元（1,870 万英镑） 

转播收入 1.141 亿欧元（8,680 万英镑） 

商业收入 2,640 万欧元（2,010 万英镑） 

五年内总收入  

德勤足球财富排行榜排名  

2015 年收入 

€ 1.651 亿  
(£ 1.256 亿) 

2014 年收入(第 20 名) 

€ 1.441 亿 
(£ 1.205 亿) 

2014/15 国内联赛排名 

 

第 11 名 
Twitter 粉丝 

70 万人 

场均观众人数 

38,40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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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国际米兰 

国际米兰是持续入围足球财富榜榜

单的十个俱乐部之一。在 2014/15

赛季，国米实现了 1.648 亿欧元的

收入，相比上一赛季增长 200 万欧

元（增幅 1%）。然而，国际米兰

排名已从第 17 位降至 19 位，达到

俱乐部排名历史最低点。仅仅在四

年前，该俱乐部还位列前十。虽然

比赛日收入和转播收入都有所增

长，但商业收入减少了 16%，导致

该俱乐部在财富榜排名下降。 

 

大部分意大利俱乐部的转播收入依

然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国际米兰 

2014/15 赛季转播收入比例升至总

占比的 59% （9,720 万欧元）。这

归功于该俱乐部回归欧洲赛事并进

入欧联杯 16 强，因而获得了 690

万欧元的欧足联分红。然而国际米

兰在意甲联赛第 8 的不利排名使其

失去参加 2015/16赛季欧冠赛事的

资格，其下一赛季的转播收入将因

此受到不利影响。 

 

相 比 上 一 赛 季 ， 该 俱 乐 部 在

2014/15 赛季多了五个主场比赛，

因此比赛日收入增长了 7%。然而

该收入仅占该俱乐部收入的 13%， 

且国际米兰的比赛日收入为足球财

富榜最低。排名倒数第二的是和国

际米兰共用圣西罗球场的 AC 米

兰。 

 

 

 

俱乐部有限的比赛日收入归咎于球

场设施的陈旧。鉴于既没有新建球

场也没有重建圣西罗球场的计划，

预计此状况在近期不会得到改善。

尤文图斯球场重建的成功证实了正

确决策可获得的巨大商业成功。 

 

尽管出现上述收入减少，商业收入

依然是国米的重要收入来源，占总

收入的 28%。与体育装备制造商耐

克和球衣赞助商倍耐力的长期合作

关系仍是其商业收入的主要部分。

但新合约的缺失导致 2014/15赛季

该项收入的整体下滑。 

 

在持续竞争压力下，特别是超级联

赛参赛球队一直试图冲进足球财富

榜前 20 位的情况下，如果该俱乐 

部想维持其当前的地位，如何提升

球场内的表现和扭转 2014/15赛季

商业收入的颓势是国米当下最紧急

的任务。 

 

 

 

 

令人鼓舞的是国际米兰在 2015/16

赛季前半程的强劲表现给其重回

2016/17 赛季欧冠联赛带来一定优

势。 

 
备注：国际米兰因参与欧洲赛事获得了欧足联 690 万欧元

的分红，这部分收入包含在其转播收入内（包括因违反欧

足联财政公平法案而被欧足联扣留的金额）。 

 

 

 

 

 

 

 

 

 

 

 

 

 

 

 

国际米兰：2015 年收入概况（百万欧元） 

比赛日收入 2,220 万欧元（1,690 万英镑） 

转播收入 0.972 亿欧元（0.74 亿英镑） 

商业收入 4,540 万欧元（3,450 万英镑） 

五年内总收入  

德勤足球财富排行榜排名  

2015 年收入 

€ 1.648 亿  
(£ 1.254 亿) 

2014 年收入(第 17 名) 

€ 1.628 亿 
(£ 1.361 亿) 

2014/15 国内联赛排名 

 

第 8 名 
Twitter 粉丝 

100 万人 

场均观众人数 

38,15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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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西汉姆联队

本赛季是西汉姆联队第三次跻身财

富 榜 前 二 十 名 ， 第 一 次 是 在

2005/06 赛季。本赛季该队的总收

入增长 590 万英镑，增至 1.224 亿

英镑（增幅 5%）。在赛场上，铁

锤帮西汉姆联队本赛季虽然旗开得

胜，在圣诞节前的英超联赛中排名

第四，却在最终排名跌落至第十二

名。与 2013/14赛季相比，排名上

升一位。 

 

比赛日收入稍有增长，从 1,950 万

英镑增至 1,990 万英镑（增幅

2%）。原因在于平均联赛观众人

数 2%的增长，增至 34,682 人。该

俱乐部目前的球场上座率接近

100%，更值得期待的是西汉姆将

在 2016/17赛季搬迁至奥林匹克体

育场，使其观众容纳量增至 5.4 万

人（增幅 54%），这将为该队提高

比赛日和商业收入提供良机。此

外，西汉姆联已经做出了在该体育

场的首个赛季的季票降价的承诺，

希望能够以此让更多球迷负担得起

看球费用。这也表明了西汉姆联薄

利多销的比赛日收入策略。 

 

西汉姆的商业收入从 2,160 万英镑

增至 2,350 万英镑（增幅 9%）。 

在其去年的主要赞助商艾福瑞破产

倒闭之后，2015 年 1 月，其保住

了该俱乐部史上最高价值的商业合

约——与 Betway 博彩公司的合

作。据报道，该合约每个赛季价值

大约 600 万英镑，是和之前艾福瑞

合约价值的两倍。这一赛季中期的

明显变化是该队商业收入增长的主

要来源。 

 

西汉姆联总收入的增长主要归功于

其转播收入的增幅达 360 万英镑，

增至 7,900 万英镑，并占据了该俱

乐部总收入的 65%。这是财富榜上

前二十名所有俱乐部中转播收入占

总收入比例第二高的。这再一次证

明了英超联赛转播合约的强大实

力，这也是西汉姆（总收入排名第

十四名）在财富榜转播收入上的排

名高于马德里竞技和 AC 米兰的原

因。 

 

西汉姆能够重回财富榜前二十名主

要是由英超联赛集中转播分配的现

有水平所支撑的，但这也正面体现

了俱乐部内部卓越的工作成效。从 

铁锤帮告别厄普顿公园球场，到前

面提到的商业收入增长，再到 

2016/17 赛季预计的比赛日和转播

收入增长，预计该俱乐部在中期内

能够巩固它在财富榜前二十名的位

置，甚至有可能超越其他的欧洲球

队。 

 

 

 

 

 

 

 

 

 

 

 

 

 

 

  

西汉姆联队：2015 年收入概况（百万欧元） 

比赛日收入 2,620 万欧元（1,990 万英镑） 

直播收入 1.038 亿欧元（7,900 万英镑） 

广告收入 3,090 万欧元（2,350 万英镑） 

五年内总收入  

德勤足球财富排行榜排名  

2015 年收入 

€ 1.609 亿  
(£ 1.224 亿) 

2014 年收入(n/a) 

€ 1.393 亿 
(£ 1.165 亿) 

2014/15 国内联赛排名 

 

第 12 名 
Twitter 粉丝 

60 万人 

场均观众人数 

34,68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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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体育界相关服务 

爱尔兰竞标 2023 年

世界杯橄榄球赛首席

顾问

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

国际赛对伦敦和英国

的经济影响研究

开发 KPI 以测量布莱

克本流浪者的训练表

现

协助英国年度社会企

业 VI-Ability 进行战

略开发

 

德勤对英国和全球的体育界都有独到见解。丰富的经验，和体育业内长期的合作关系，和对体育界的理解意味着我们能够

从一开始就为您的项目提供极具价值的专业咨询建议。连续 20 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与体育组织合作最多的咨询机构。 

 

在德勤，我们的专业体育咨询部将为您提供管理咨询，商业顾问以及公司财务咨询服务，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德勤也为许多体育界企业提供审计和税务咨询服务。欲获得更多关于德勤如何助力您进行商业项目和业务发展的信息，请

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deloitte.co.uk/sportsbusinessgroup 或者联系 

Dan Jones 电话：+44 (0)161 455 8787 电子邮件：sportsteamuk@deloitte.co.uk 

王小欣       电话： +86 (0) 10 8512 5619          电子邮件： nikkixwang@deloitte.com.cn  

财务预算和预测 

体育设施开发咨询 

标杆分析和 

最优方法建议 

财务和商业 

尽职调查 

票务和 

招待服务策略 

战略审议和开发 

 

俱乐部许可和 

成本控制管理 

联赛和竞赛重组 

 

消费者数据分析 

和球迷调查 

业务改进和重组 

 

经济影响研究 

 

业务和场地 

可行性研究 

收购，处置和 

债务咨询 

法庭和纠纷服务 

 

业务规划 

管理和组织设计 



 

 

 

  

 

 

 

 

财富榜排名计算依据 

 在 2014/15 赛季，除另行声

明之外，对每家公司或者集

团我们均采用了从年度财务

报告或者其他直接来源中提

取的总收入。 
 

总收入不包含球员转会费，

增值税和其他与销售相关的

税费。我们对几家俱乐部的

总收入酌情做了一些调整，

在我们看来，这样的调整能

够带来更具意义的足球俱乐

部的业务比较。 

 

我们获得的信息全部来自审

计后的财务报告或者是直接

来源于各俱乐部。基于我们

能够获得的有关各俱乐部的

最大限度的信息，我们将收

入分成三类——比赛日收

入，转播收入和商业收入。

每个俱乐部对于财政收入的

分类方法都不尽相同。我们

对几家俱乐部作了重新分类

和调整，在我们看来，这样

的调整能够带来更具意义的

各俱乐部的财务比较。 

比赛日收入主要来自门票收

入（包括票务和商业应酬套

票的销售数据）。转播收入

包括各俱乐部参与国内联

赛、杯赛、和欧洲俱乐部竞

赛的分红收入。商业收入包

括赞助收入，周边商品收入

和来自其他商业运营的收

入。如欲获得各俱乐部财政

收入比较的更加详细的分

析，就必须要获得非公开的

信息。 

 

由于各俱乐部的商业合约和

交易在财务报告中的记录方

法完全不同，以及各俱乐部

对于财务报告的上报范围也

不尽相同，并且/或者由于会

计方法不同而导致同种类型

的交易在不同俱乐部中以不

同方式记录，在各个俱乐部

之间，或者在同一俱乐部内

部随着时间，如上分类将产

生差异。 

 

本次出版的财富榜包含了除

俱乐部财务报告之外的公共

信息，或者来自于其他直接

或者非直接来源的信息。在

出版该财富榜的过程中，我

们并未对各俱乐部财务报告

中的或者来自其他来源的信

息进行认证或者审计。 

为便于不同国家的俱乐部进

行收入比较，除特别声明之

外，在 2014/15 赛季的全部

数据都已按照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平均汇率进行换算

（1 英镑=1.3145 欧元；1

欧元=2.5833 土耳其新里

拉）。可比较数据均从上一

期的德勤足球财富榜上提

取，或者来自于相关的年度

财务报告和其他直接来源。

为比较目的，欧足协的分红

数据都提取于欧足协的

“2014/15 赛季俱乐部分

红”报告。 

 

德勤能够帮助潜在投资者或

者卖方以多种方式来评估足

球俱乐部的相对财富或价

值。然而，类似这样的评估

都因不详尽公开信息而难以

实现。在德勤财富榜中，我

们将俱乐部的收入作为最容

易获得和比较的金融财富测

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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