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通力法律评述 | 公司及并购 

2020 年 4 月 

 

上海 

上海市银城中路 68 号 

时代金融中心 16/19 楼   

电话: +86 21 3135 8666 

传真: +86 21 3135 8600 

北京 

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 8 号 

华润大厦 4 楼 

电话: +86 10 8519 2266 

传真: +86 10 8519 2929 

香港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 5 号 

衡怡大厦 27 楼 

电话: +852 2592 1978 

传真: +852 2868 0883 

伦敦 

1/F, 3 More London 

Riverside, London SE1 2RE 

T: +44 (0)20 3283 4337  

D: +44 (0)20 3283 4323 

 

For more Llinks publications, 
please contact: 
 
Publication@llinkslaw.com 

 

如您需要了解我们的出版物,  

请联系:  

 

Publication@llinkslaw.com 

 

 

  

 

 

 
 
 

 

 

一. 前言 

 

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 截至

目前, 不仅我国国内的 CBA联赛已经超过2个月

无法恢复, 全球范围内的其他篮球联赛也都基

本上都处于停摆状态。由于转播、门票、赞助商

等方面的收入大打折扣, 俱乐部所承担的经济

压力与日俱增。为此在足球、篮球等职业化程度

较高且受影响较大的体育项目中, 如何处理俱

乐部与球员、教练员之间的工作合同已经成为了

各方关心的首要问题之一。 

 

2020 年 4 月 7 日, 国际足联理事会已经发布了

《关于应对新冠病毒相关足球合规问题指南》

(Covid-19 Football Regulatory Issues, 以下简称 

“FIFA 指南”), 并在原则上承认新冠病毒属于不

可抗力。《FIFA 指南》主要针对如下方面提出了

指导意见: 

– 在联赛受疫情影响而提前结束或延期开幕

情况下如何处理合同的生效/截止时间; 

– 合同履行受阻情形下当事人的协商方式和

减薪考虑因素; 以及 

– 转会窗口的调整方式。 

 

简评国际篮球仲裁院(BAT)关于应对新冠疫情的合同处理指南  

--- 含与 FIFA 指南对照 

作者: Tomas Pereda | Giandonato Marino | 褚若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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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考虑到不同联赛俱乐部之间薪资差异巨大, 国际足联对于减薪问题相当保守, 并没有给出具

体操作意见。并且, 《FIFA 指南》也强调了其内容仅属于针对“《国际足联球员身份与转会规定》的

一般性解释指引, 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此后在 2020 年 4 月 20 日, 国际篮球仲裁院(BAT)主席、副主席和仲裁员基于公平合理原则, 共同讨论

制定了一份用于应对疫情的合同处理指南(全称 “COVID-19 Guidelines Issued on 20 April 2020 by the 

BAT President, Vice-President and Arbitrators”), 以下简称《BAT 指南》。其中, 首先对停摆期做了定义, 

并且还对于减薪幅度、范围等敏感问题提出了较为具体的意见。 

 

* 停摆期(Lockdown Period), 是指自各国2019-2020赛季国内联赛中止/终止之日起至国内联赛恢复之

日(若未恢复, 则至国内联赛原计划结束之日)。 

 

需要注意的是, 该文件本质上同样不具有强制执行力, BAT 已经明确其仅作为对于合同在疫情影响下

的临时性指导意见, 针对个案不同情形仍需区别判断是否适用, 并且未来还将根据事态的发展作出

调整。 

 

 关于国际篮联(FIBA)与国际篮球仲裁院(BAT) 

 

国际篮球仲裁院 (又译作“国际篮联仲裁法庭”, 全称 Basketball Arbitral Tribunal, 前身为设立于

2006 年的 FIBA Arbitral Tribunal) 是根据国际篮联章程设立的独立的官方争议解决机构, 旨在通

过仲裁为球员、经纪人、教练和俱乐部提供高效、便捷和低成本的争议解决方式。其特色是仲

裁员可以根据公平合理原则(ex aequo et bono)进行裁决, 而并非必然受到国内立法或者国际法

的约束。 

 

二. 《BAT 指南》内容概述 

 

1. 第一步: 协商谈判 

 

首先, BAT 要求各方当事人首先应当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因疫情导致的争议。实际上, 协商

谈判属于当事人的义务(a duty to renegotiate in good faith), 并且仲裁员在审理实体争议和对仲

裁费用、律师费等问题做出裁决时, 都会将是否履行了谈判义务纳入考量。 

 

2. 停摆期开始后新订立的合同 

 

原则上, 对于停摆期开始后新订立的合同, BAT 将推定当事人在签署时已经考虑到了疫情的影响, 

据此仲裁员将基本上会倾向于此类合同的有效性。除非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此种推定, 否则

《BAT 指南》将不适用于下列合同: 

- 停摆期开始后新订立的工作合同; 

- 停摆期开始后经双方协商达成的和解协议或俱乐部单方延长合同期限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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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障合同”是否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原则上, 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影响不应当仅由合同一方承担, 因此即使是保障合同也不一定就

代表俱乐部必须按照原先的约定执行。根据《BAT 指南》, 仲裁员会主要关注如下几点: 

- 合同的条款是否对于新冠疫情(或者类似情形)及其对赛事的影响进行了措辞明确的约定; 

- 此类约定是否公平合理。 

 

需注意的是, 即使双方在合同中已经对疫情等不可抗力情形做出了明确约定, 但是如果 BAT 仲

裁员认为该约定严重不公平的(grossly inequitable), 那么相关条款仍然不会得到 BAT 的认可。 

 

4. 合同的有效期以及终止问题 

 

原则上, 对于疫情期间的争议, 也应当根据 BAT 判例形成的规则适用 “有约必守” 原则(pacta 

sunt servanda)进行审理。原则上, BAT 认为: 

- 合同并不由于疫情的爆发而自动终止; 

- 疫情也不属于终止合同的正当理由。 

 

对于在停摆期之前解除的合同, BAT 将推定这些合同并非由于疫情而解除。此外, 针对其他非由

于疫情而解除的合同, BAT 原则上将不适用《BAT 指南》。如果俱乐部仍然主张适用减薪规则, 则

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对此 BAT 将主要考虑合同违约行为的性质、动机、严重程度、发生的时

间是否临近停摆期, 以及当事人在违约发生之后的其他行为。此外, 即使对于不适用《BAT 指南》

的案件, BAT 也提出应当优先考虑将部分赔偿延后至 2020-2021 赛季开始时执行, 以减少俱乐部

的财务压力。 

 

 BAT 指南 FIFA 指南 

如何处理

即将到期

的合同? 

如果 2019-2020 赛季国内联赛在停摆期结

束后将联赛延长至原计划结束日之后, 俱

乐部与其球员、教练员的合同将相应延长

至俱乐部该赛季最后一场比赛结束之日, 

除非该合同有效期于 2019-2020 赛季原计

划结束之日前就已届满, 或合同延期将导

致极为不公的后果。 

原先约定在赛季结束时到期的合

同, 有效期延长至调整后的赛程截

止日期。 

比较: 作为两份指导性意见, BAT 和 FIFA 指南均在原则上体现了对于原合同稳定

性的保护。实际情况中为了明确合同期限, 大部分球员合同会写明起止日期。在

赛程由于疫情影响出现调整的情况下, 工作合同相应延期更能符合当事人订立

合同时的真实意图。同样, BAT 也考虑到了过分延长可能导致对于球员、教练员

不公平的情况, 因此也做了例外说明。 

如何处理

可能出现

的赛程冲

假设在停摆期前, 球员或教练员已与其他

俱乐部签订了 2020-2021 赛季的合同, 并

且在 2019-2020 赛季合同延长至赛程调整

如果合同涉及不同赛程和/或转会

窗口且存在冲突的, 则以原俱乐部

所处足协调整后的赛程安排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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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问题? 后的最后一场比赛结束之日会导致前后两

份合同期重叠的, 则球员或教练员、新俱

乐部和原俱乐部三方应当友好协商, 根据

各方利益以公平合理原则解决。 

先, 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比较: 需注意的是, 在 FIFA 指南中还规定, 约定于新赛季开始之日生效的合同, 

其生效日期应当随着延期开赛相应调整。而相比之下, BAT 不仅缺少此类表述, 

并且对于赛程冲突情况的表述更为模糊。考虑到篮球联赛可以转会的窗口普遍

相对于足球联赛更长, 因此实际出现此类冲突的可能性相对于足球而言会低得

多, 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BAT 更希望各方通过协商解决, 而不是给出指导意见

了。 

 

5. 关于降低工资/奖金/其他福利的指导意见 

 

(1) 福利待遇(例如: 俱乐部提供的车辆、住宿、餐饮、健康保险): 如果球员合理、善意地使用

这些福利待遇, 并且对其有着一定的依赖程度, 那么俱乐部应继续根据合同约定提供上述

福利。 

 

(2) 奖金: 

- 俱乐部仍应支付停摆期开始前的奖金, 但可以延后至 2020-2021 赛季国内联赛开始后

再完成付款; 

- 停摆期间无需支付奖金; 

- 原则上, 俱乐部无需就其在 2019-2020 赛季国内外联赛所得名次向球员支付奖金, 除

非相关联赛在停摆期结束后恢复并且完成比赛。 

 

(3) 降薪方式:  

停摆期之前 

这期间俱乐部的应付工资不属于降薪范围, 但该部分欠薪之中最高不超过 50%的部分可

以延至 2020-2021 赛季开始时支付。为此俱乐部必须证明, 延期支付行为是为避免资不

抵债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停摆期间 

对于月薪不高于 2,500 欧元

的球员/教练员 

降薪 0-20% 

对于月薪超过 2,500 欧元的

球员/教练员 

对于超过 2,500欧元的部分, 以 50%为起始降薪点, 但需根

据条件上下浮动调整 

 

停摆期之后 

(在 2019-2020 赛季恢复后的剩余赛季期间) 

降薪的幅度应当低于停摆期内的降薪幅度, 且不得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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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薪的考虑

因素 

- 原则上, 球员/教练员的工资越低

降薪越少; 

- 俱乐部由于疫情对财务状况的影

响; 

- 球员或教练员个人特殊情况, 尤其

是其合理的生活支出, 以及其为他

人承担的财务支出情况; 

- 各方是否善意地进行了友好协商, 

并且不得对特定球员或教练员区别

对待; 

- 俱乐部将如何使用降薪节省下来的

资金。 

- 俱乐部已经做出合理努力 , 

尝试与球员达成和解; 

- 俱乐部的实际经济状况; 

- 薪酬调整是否合理(例如: 相

较于原合同价值、赛程调整

后的实际情况等); 

- 薪酬调整后球员的税后实际

收入; 

- 单方面变更合同是适用于全

体员工还是仅适用于少数员

工。 

特别规定 - 俱乐部应尽可能向有关部门申请财

政支持, 以减轻降薪对其球员、教

练员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且, BAT 将

在裁决时, 将俱乐部是否适当履行

了该义务作为裁决争议的考量因素

之一。 

- 在协商无法达成一致, 俱乐

部也无权单方面减薪的情况

下 , 合同可以“暂停履行”, 

即暂时停止全部或部分履

行, 在赛事恢复或者其他可

以继续履行的情况下再恢复

履行。前提是能够保证雇员

在此期间享有适当的保险并

且能够获取合理的补助。 

 

通过与《FIFA 指南》的对比可以发现, BAT 和 FIFA 都要求当事人之间首先就降薪问题进行协商, 并

且在判断降薪合理性时, 均会将“俱乐部是否由于疫情导致财务出现状况”和“球员减薪后的收入”

纳入考虑。 

 

6. 停摆期间球员的义务 

 

虽然球员在停摆期内不可能继续比赛, 但是训练、队内会议和参加俱乐部其他活动等非竞赛合

同义务(non-sporting services)仍然可以在符合本国防疫政策的前提下履行。并且, 球员有义务在

停摆期内保持身体健康和竞技状态。 

 

7. 经纪协议 

 

在适当的情况下, 《BAT 指南》将同样可以适用于经纪协议或者其他篮球运动相关合同。 

 

三. 结语 

 

《BAT 指南》可以说是截至目前所有大型国际体育单项协会公布针对疫情公布的文件中, 最深入细节、

最具可操作性的指导性意见。其中对于停摆期的明确规定, 对于停摆期开始前后订立、产生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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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在适用性上所作的区分, 以及所提出的关于减薪合理性的考量因素, 都是国内篮球俱乐部在处

理与外援工作合同时尤其需要注意的问题。 

 

正是由于疫情的关系, 我们也在此过程中对于 BAT 及其审理方式、仲裁逻辑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最后, 相信在经历了这场疫情的考验之后, 我们将更加热爱、更加珍惜篮球这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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