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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赵超

世界杯来了！ 足球圈里的公益怎么玩？
� � 在公益圈，我们经常讨论非营
利行业与其他行业的跨界。眼下正
值四年一度的世界杯，除了球员们
的个人公益行为之外，你知道足球
圈里的公益是怎么玩的吗？

球衣上的公益广告

足球被誉为世界第一运动，将
自家企业的品牌放在球衣胸前一
同征战各项顶级赛事，对于任何一
个品牌影响力都是极大的提升。尤
其是欧洲的顶级强队，球衣广告更
是全球各大企业必争之地。

但能想象这样寸土寸金的
广告位免费出现公益广告吗？ 这
里最有名的例子当属前“宇宙
队”巴塞罗那。 2006 年，巴萨与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在联
合国总部达成协议，把球衣胸前
广告位无偿捐给后者使用 5 年，
并且每年捐出 150 万欧元用于
UNICEF 的慈善事业。

事实上，在巴萨出售球衣胸
前广告背后，还有一些不为人知
的秘密。 巴萨球衣的胸前广告位
置在 100 多年的球队历史上一
直是一片贞洁之地，不容任何广
告的污染， 在欧洲足坛独树一
帜。 自从当时的主席拉波尔塔上
台后，决定致力于球队的商业开
发， 试图打破胸前无广告的传
统，期间，陆续收到日本企业、卡
塔尔公司的商业合同，卡塔尔航
空公司甚至提出了为期 5 年、每
年 2500 万欧元， 总计达到 1.25

亿欧元的合同。 可是最后，巴萨
高层还是决定将球衣胸前广告
无偿捐给 UNICEF，折合现金价
值超过 1 亿欧元。 而在此之前为
期几年的合作中，巴萨就已经将
俱乐部每年收入的 0.7%捐给 U－
NICEF 的慈善事业。

而在球衣上，还活跃着其他
公益组织的身影。 比如有些球队
的球衣号码下印着 Right To
Play 的标识， 其实那是和儿童乐
益会合作的全球公益项目，呼吁
人们了解儿童权利和关注困境
儿童的需求，为那些生活在困境
中的儿童争取更多游戏和运动
机会；还有一些球衣或赛事广告
中会有 No Racism，那是欧足联
为了抵制球场内的种族歧视，争
取球员们平等竞赛的权利口号。

明星慈善表演赛

这是另一种足球圈里常见
的公益形式，球星们依靠自己在
圈内的人脉邀请自己的朋友们
来踢一场慈善表演赛，通过将门
票收入捐给慈善机构来表达自
己的爱心，通常一场比赛就能筹
集到上百万欧元的门票收入。

最有名而且影响力最大的
当属罗纳尔多和齐达内一起组
织的“罗纳尔多朋友队 VS.齐达
内朋友队”慈善赛。 作为联合国
发展基金亲善大使的两人，每年
都会带上自己的明星朋友，组队
举行一次“为抗击贫穷而比赛”

的活动，以推动公众关注和支持
千年发展目标，并为开发署的减
贫工作筹集资金。

巴西巨星、世界足球先生卡
卡作为世界粮食计划署反饥饿
大使，则在海地地震期间组织义
赛，将比赛收入全部用于支持开
发计划署在海地开展的“劳动换
报酬”早期恢复项目，即雇请海
地民众协助清理废墟、修复基础
设施，从而获取报酬。

代言公益组织

足球明星作为公众人物，自
带有“明星光环”，尤其是顶级球
星更是曝光度极高，其中不少球
星就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投身到公益之中，出任慈善组

织的代言人。
齐达内、小罗、梅西都曾先

后担任过联合国机构的代言人。
喀麦隆球星“非洲猎豹”埃托奥
也十分热心公益，各个公益组织
的筹款晚宴上都能看到他的身
影。 他的非洲同伴，曼城核心亚
亚·图雷日前成为了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反猎杀动物”组织的亲
善大使， 呼吁人们保护动物，他
着重提到了对大象的保护，因为
他来自科特迪瓦，而科特迪瓦足
球队常被人形容成“非洲大象”。
由于科特迪瓦境内大象遭遇疯
狂捕杀， 亚亚·图雷对此忧心不
已。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小图
雷在担任亲善大使后在新闻发
布会上说：“捕杀大象在非洲非
常泛滥， 如果我们还不采取行

动，那么未来我们将在非洲看不
到这一标志性的物种。 ”

其他长期参与慈善事业的还
有 2005 年就成为 UNICEF 的国
际亲善大使的万人迷大卫·贝克汉
姆。 如今，世界足球先生梅西将追
随万人迷小贝等其他亲善大使，一
起承担关注儿童的义务和责任。

成立慈善基金会

除了球星本人，许多知名的
俱乐部也越来越重视可持续性
的公益行动，于是成立公益基金
会也成为一股新潮。

来自英格兰的阿森纳俱乐
部。 虽然近年战绩一直不属于顶
尖水平，但值得”枪迷”们骄傲的
是， 阿森纳一直致力于慈善事
业，并且专门成立了阿森纳慈善
基金会，在全球范围内和著名的
救助儿童会 (Save the Children)
合作，迄今为止，已经在英国和
海外募集了超过 90 万英镑的资
金来支持救助儿童会的教育项
目，共同为数万名儿童实现了他
们的梦想。 同时，阿森纳还为英
国、中国以及印度尼西亚提供紧
急援助，通过包括慈善拍卖球员
物品、捐赠比赛日门票以及贵宾
服务等方式，筹集了超过 2 万英
镑的善款并将之投入到了后续
的项目中。 对中国，阿森纳承诺
到 2015 年 5 月之前， 为至少
15000 名中国儿童提供不低于 30
万英镑的资金支持。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募集资金、专项资金、书刊编辑、举办展览、国际合作、咨询服务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华文学基金会 基证字第 0050

1986-06-14 业务主管单位 中国作家协会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 15 号 302 室

64216083 互联网地址 http://www.chinalf.org.cn/

何建明 原始基金数额 21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13

中华文学基金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11,516,074.13

本年度总支出 11,195,504.91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0,600,234.2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747,762.29

行政办公支出 308,183.69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92.05%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9.43%

� � 本基金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4,545,320.00 0.00 4,545,320.00

4,545,320.00 0.00 4,545,320.00

0.00 0.00 0.00

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24,938,764.88 18,502,865.77 流动负债 13,327,060.59 13,857,415.03

其中：货币资金 11,680,939.86 978,860.37 长期负债 4,480,290.08 4,350,290.08

长期投资 5,176,343.31 5,176,343.31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2,613,820.65 2,924,447.17 负债合计 17,807,350.67 18,207,705.11

净资产合计 14,921,578.17 8,395,951.14

资产总计 32,728,928.84 26,603,656.25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32,728,928.84 26,603,656.25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8,146,953.60 2,517,786.86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6,774,624.57 5,878,164.28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27,835.27 4,639,320.00 4,667,155.27

其中：捐赠收入 0.00 4,545,320.00 4,545,32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94,000.00 94,000.00

二、本年费用 11,195,504.91 0.00 11,195,504.91

（一）业务活动成本 10,600,234.24 0.00 10,600,234.24

（二）管理费用 551,388.67 0.00 551,388.67

（三）筹资费用 43,882.00 0.00 43,882.00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0,268,486.74 -10,268,486.74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899,182.90 -5,629,166.74 -6,528,349.64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4 年 5 月 13 日五、监事：何四明、夏申江、贺捷生

贝克汉姆以其强大的个人影响力，带动了足球圈跨界公益的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