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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目前 CBA 运动员人力资本所有权界定的现状及原因，以及所有权为什么要唯一
界定给运动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CBA运动员人力资本所有权不属于运动员；运动员注册转会
制度及无形资产开发方面的制度不完善导致所有权未能归属运动员本人。建议遵循公平性、激励

性、客观性等原则，完善 CBA 运动员注册转会和运动员无形资产开发方面的制度，实现运动员
人力资本所有权载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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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Sports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8，China） 
 

Abstract: By means of literature data, the authors studied the current state of and reasons for the definition of hu-

man capital of current CBA players, as well as why the proprietorship of human capital of the players should be de-

fined uniquely,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the proprietorship of human capital of the players does not be-

long to the players themselves, which is caused by the incompleteness of the player registration and transfer system 

and intangible asset development systems. The authors suggested completing the player registration and transfer 

system and intangible asset development systems and realizing the carrier of the proprietorship of human capital of 

the players in a fair, stimulative and objectiv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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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定理表明：产权清晰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产

权的清晰界定将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

职业化 10 余年的中国篮球联赛处在新旧体制转轨、社

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由于制度建设明显落后于实际需

要，尤其是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界定和实现的制度不

健全，使得 CBA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问题比较突出。

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一方面，将会降低

运动员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积极性，从而导致 CBA后

备人才滑坡，甚至匮乏；另一方面，运动员在利益受

损的情况下其人力资本使用效率也会降低，从而影响

整个联赛的质量。产权界定不清晰和产权实现程度不

够是产权问题的两个方面，产权清晰界定是产权有效

实现的前提、保证。产权界定是指产权的所有权、占

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等各权能在不同主体

之间的量度过程。其中所有权的界定又是其他权能界

定的前提和基础。对运动员人力资本所有权为什么要

唯一界定给运动员以及如何界定运动员人力资本所有

权进行研究，对解决 CBA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问题，

保障运动员的合法权益，促进 CBA职业化深入开展意

义非常重大。 

 

1  CBA 运动员人力资本所有权界定现状 
“所谓人力资本所有权是指排除他人对人力资本

的控制权。人力资本所有权是人力资本产权的基础，

是产权其它权能实施的前提条件”[1]。运动员人力资本

所有权有 3层含义：一是表明对人力资本财产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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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有关系，排斥他人违背自己的意志和利益侵犯自己

的所有物；二是可对人力资本财产设置法律许可的权

利，如决定人力资本所有权权能是否让渡，让渡的对

象、方式、条件、期限等；三是利用所有权权能获取

一定的经济利益[2]。运动员人力资本所有权界定是指确

定所有权主体的过程。无论是俱乐部培养还是自己培

养，国外职业运动员无形资产的所有权归属运动员本

人所有，依据这一特征，结合人力资本所有权定义，

可以看出 CBA 运动员人力资本所有权主体具有两个

特征：一是所有权主体在让渡处置权、收益权、使用

权时拥有主动权。其他产权主体要取得人力资本产权

的某项权能，必须在相关制度的限定条件下，以平等

的市场主体身份，与人力资本所有权主体就让渡的条

件、期限、方式进行协商。所有权主体有权利决定是

否让渡，选择让渡的对象、内容；并且，合同期满后，

被让渡的各项权能全部归还所有权主体。二是所有权

主体唯一拥有其无形资产的所有权。 

在我国专业竞技体育体制下，专业运动员在对其

人力资本的处置、使用、收益等方面没有主动权，只

有被动接受。表现在运动员从开始进入训练，到后来

的比赛、退役安置都由国家决定；运动员的工资福利

待遇、伤病治疗由国家负责，运动员人力资本的无形

资产归国家所有。在专业竞技体育体制下，国家是运

动员人力资本所有权主体。在职业化形势下，一部分

运动员来自地方体育局，他们的人事关系，以及退役

后的安置依然由所属的地方体育局负责，这部分运动

员的人力资本所有权与专业竞技体育体制下的专业运

动员是一样的，所有权主体是代表国家的地方体育局。

另一部分是俱乐部自己培养，或与地方体育局脱离所

有关系的运动员，虽然与俱乐部签订合同，表面看是

其人力资本所有权主体，但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

他们对自己的人力资本的处置、收益等方面并没有获

得主动权。俱乐部实际拥有对运动员人力资本处置权、

使用权、收益权的主动权。一个明显的表现是运动员

几乎没有转会自由，导致 CBA运动员转会市场萧条，

尤其是俱乐部不想放弃的主力球员几乎没有流动。篮

协规定，“未经中国篮协书面许可，运动员不得以任何

形式使用或许可第三方使用运动员球员特征。”[3]由此

看，运动员核心的无形资产所有权主体是国家。依据

所有权主体的两个特征判断，当前 CBA运动员人力资

本所有权主体是俱乐部或地方体育局，而非运动员本

人，即 CBA运动员人力资本所有权被非载体化了。 

 

2  CBA运动员人力资本所有权非载体化的原因 
不管是专业竞技体育体制下的运动员，还是俱乐

部自己培养的运动员，人力资本所有权非载体化均是

运动员注册转会制度不完善导致的。该制度是篮管中

心依据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运动员注册、交流方面的政

策而制定，虽然在限制俱乐部哄抬运动员转会费、规

范转会市场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对职业化形势下的一

些问题，如促进运动员流动、平衡球队的实力等方面，

还是存在考虑不周全之处，制度过多保障了培养后备

人才的俱乐部的利益，运动员的转会受到限制。在《全

国篮球运动员注册与交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

第十七条规定，注册单位与运动员签署的代表资格协

议期满后，该注册单位享有对该运动员的注册优先权。

注册优先权期限根据所签订的代表资格协议的期限确

定：1~3 年，注册优先权期限为 12 个月；4~6 年，注

册优先权期限为 24 个月；7~9 年，注册优先权期限为

36 个月。注册优先权期限内，如原注册单位需要，运

动员只能与其签订代表资格协议[4]。按照此规定，如果

运动员不想与原单位续签合同，俱乐部又不愿意放弃，

那么，运动员就要荒废 1~3 年，或者接受俱乐部的签

约条件。依据竞技篮球运动的规律，运动员荒废 1~3

年，除了严重影响运动员的收入外，还会严重影响运

动员竞技能力的保持与提高，甚至使其退役。所以，

一般情况下运动员会选择签订合同，不得以接受俱乐

部苛刻的条件。在运动员人力资本处置权、使用权、

收益权方面，注册优先权制度使得俱乐部获得了主动

权。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保障了所有俱乐部的利益。注册优先权制度

初衷是激励俱乐部培养后备人才，保障进行后备人才

培养的俱乐部的利益。但在制度制定和执行过程中，

保障对象扩大成所有俱乐部。实际上俱乐部拥有的对

运动员人力资本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的主动权的

期限事实上非常长。依据此制度，运动员拒绝签约的

代价是荒废 1~3 年，使得俱乐部可以不断与运动员签

约，多次获得注册优先权，从而实现长期占有运动员、

阻止运动员流动的目的，除非俱乐部不再需要这名运

动员。所以，注册优先权制度实质上是给予俱乐部对

运动员人力资本处置权、使用权、收益权绝对的主动

权，运动员只能被动接受，几乎没有讨价还价、平等

协商、拒绝的权利。 

二是由于 CBA 运动员无形资产开发方面的制度

不完善。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梁晓龙认为，

“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和法律、法规的条件下，联

赛的产权(所有权)并由此派生出的一系列基本权利，

只能属于代表国家对竞技体育实行管理的国家单项运

动协会，绝不可能是其他的任何组织和个人。”[5]《中

国篮球协会注册运动员商业权利管理办法》的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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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中国篮协有权在全球范围内对以任何形式出

现的运动员球员特征享有独家所有权和使用权，并可

授权他人使用。未经中国篮协书面许可，运动员不得

以任何形式使用或许可第三方使用运动员球员特征。”

由此可知，包括国家队员在内的所有在篮协注册的

CBA一线、二线运动员在作为运动员特征时的无形资

产所有权唯一归篮协单独所有，俱乐部和运动员本人

无权分享运动员在作为运动员球员特征时的无形资产

所有权。其中一个表现是，篮协具有运动员在作为运

动员球员特征时的无形资产开发所获得收益的分配

权，运动员对所获收益分成没有协商余地，只能被动

接受。以上论证得出：篮协关于运动员注册、转会及

其商业开发方面的制度限制，是 CBA运动员人力资本

所有权没有归属运动员本人的原因所在。 

 

3  CBA运动员人力资本所有权应该界定给运

动员 
一方面，运动员应拥有对其人力资本的使用权、 

处置权、收益权的主动权。就让渡人力资本产权其他

权能的条件、期限、方式等问题，运动员与俱乐部，

或地方体育局进行谈判，有拒绝的权利，合同期满后，

被让渡的各项权能全部归还运动员本人。另一方面，

运动员唯一拥有其无形资产的所有权。上述说法基于

以下两方面原因： 

1)运动员人力资本与其载体不可分离。 

运动员人力资本与其载体不可分离，即人力资本

只能依附于人身上，不能离开活生生的人而独立存在，

如果载体死亡，人力资本也随之消失，人力资本的其

他很多性质也是由此派生而来。因此载体很大程度上

决定其人力资本形成和效能发挥的效率。除了人力资

本的存量，如原有健康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外，

运动员的主观意志也会产生影响。正如周其仁[6]所说，

“决定人力资本作用发挥程度的各种因素包括，体力、

努力程度、责任心等，依旧归其载体一个人所有。”由

于人力资本载体实际控制其人力资本的形成与使用，

当载体感觉到人力资本的形成或使用不符合自己意志

时,它随时可以采取拒绝或关闭人力资本的形成和使

用行为。一旦外界环境导致人力资本产权受损，运动

员可以使其人力资本立即贬值或荡然无存。所以，人

力资本的形成与使用中，只能对其载体进行激励而不

能压榨。依据这一性质，运动员人力资本所有权界定

给载体可以激励人力资本承载者自觉地开发与投资自

身人力资本，利用各种途径增大自己的人力资本存量，

提高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 

2)所有权界定给载体有效率的制度安排。 

    产权经济理论证明了所有权没有界定给载体是低

效率的制度安排。职业化形势下，CBA运动员人力资

本使用权不属于运动员本人，而是属于俱乐部或地方

体育局。如果运动员人力资本所有权归属俱乐部或地

方体育局，那么所有权与使用权主体就会重合，导致

同一主体完整地行使产权的所有权与使用权。产权经

济学理论发现,由一个主体完整地行使产权是不经济

的，出让部分产权给他人，一个主体专门从事特定的

权能分工的边际收益要大于从事多种权能分工的边际

收益。不分解的人力资本产权是一种封闭式的产权，

而人力资本产权的分解为人力资本的流动、配置和使

用等创造了条件，将大大提高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促使运动员通过交易主动地

出让一部分权利。无法交易的人力资本产权实质上就

是“产权残缺”。 

新制度经济学家通常用交易费用来衡量一项制度

是否有效。所有权界定给载体可以节省交易费用。首

先，降低排他性成本。产权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具有排

他性，但这一功能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成本来维持。载

体与人力资本不可分离使其具有天然的排他性优势，

当人力资本所有权属于载体，只需要较低排他性成本，

如果人力资本所有权属于其他主体，则其他主体的排

他性成本就要高昂得多。其次，降低监督成本和激励

成本。载体拥有了自己的人力资本所有权，也就能自

由支配自己的人力资本，选择最佳的实现方式等，同

时也获得享有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在不完全信息和

机会主义倾向条件下，这将使载体“搭便车”“偷懒”

等行为减少。再者，降低信息搜寻成本。承载者对自

己人力资本具有最大的信息优势，可以降低信息搜寻

成本。如果同一人力资本产权归属不同的所有者，则

人力资本市场主体一定是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市

场的交易费用极高，并且极易导致交易失败。从节省

交易费用的角度分析，所有权界定给载体的制度是有

效的制度安排。 

 

4  CBA运动员人力资本所有权界定给运动员

的原则 
人力资本所有权界定与其他权能界定是一个完整

的过程，不能分割开来。为了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提

高人力资本的配置和使用效率，把 CBA运动员人力资

本所有权界定给运动员必须遵循一定原则：(1)公平性

原则。人力资本是由多个主体投资形成的，把人力资

本所有权界定给运动员，其他权能有条件地界定给非

载体投资者。不论是通过法律制度还是契约来界定产

权，都应该体现公平原则，不能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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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激励性原则。运动员人力资本形成需要大量的资本

投入，某一方很难单独承受，必须激励各投资主体的

积极性。俱乐部和地方体育局是 CBA运动员人力资本

形成的重要投资者，要努力使他们实现投资目的，激

励他们继续投资。(3)客观性原则。必须尊重 CBA所处

的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的实际情况，运动员的来源

和使用、CBA的管理体制等与国外职业运动员和职业

联赛的管理体制存在不同。在产权界定时应考虑和尊

重这些客观现实[7-8]。 

 

5  建议 
1)完善 CBA运动员注册优先权制度。一方面，真

正保障培养后备人才的俱乐部，而不是所有俱乐部都

享有注册优先权；另一方面，目前俱乐部享有注册优

先权的期限太长，损害了运动员利益，应加以调整。

人力资本非载体投资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获得债权，

成为债权人，人力资本承载者则成为债务人。非载体

投资者取得人力资本使用权、处置权，以及由此带来

的收益是其投资回报、补偿形式。既能保障运动员利

益，又能激励其他主体投资的债权人获得使用权和处

置权的期限有待进一步研究确定。 

2)国家对运动员进行投资的性质是福利性质，所

以其收益形式应该是提高公民整体素质、增强民族凝

聚力、振奋民族精神等社会收益，而不是经济收益。

应该取消运动员作为运动员特征的无形资产所有权归

篮协单独所有的制度。 

3)为保障进行后备人才培养的俱乐部的利益，也

可以制定转会费制度来取代注册优先权制度，以此补

偿俱乐部因培养出来的人才流动造成的损失。转会费

的制定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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