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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文旅局局长宋宇
履新首旅集团董事长

北京商报讯（记者 关子辰）作为北京旅
游行业的旗舰企业，首旅集团迎来了首次

“换帅”。11月20日，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在首

旅集团官网挂出的董事长致辞，已经由段强

变为宋宇。据首旅集团内部人士透露，在近

日集团召开的内部大会上，已经宣布了一项

重要任命，首旅集团董事长段强卸任，由北

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宋宇接任。在过去的

21年，首旅集团经历了高速发展，如今新帅

上任，这艘旅游航母将如何前行，也成为业

界关注的话题。

公开资料显示，段强从1993年到1995

年任北京市副市长，此后于1998年负责组建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首旅集

团），并出任首旅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段

强任职期内，首旅集团规模不断壮大，并完

成了多项收购。据首旅集团官网显示，目前

该集团旗下拥有首旅酒店、王府井、首商股

份、全聚德4家上市公司，集团资产规模超过

千亿元。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段强在任的21年

期间，首旅集团先后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资

产重组，最终形成了产业链完备的旅游集

团。1999年，原国家旅游局及国家各部委与

其所属企业脱离行政隶属关系，部分在北京

的旅游类企业并入首旅集团；2004年，该集

团实现了与北京新燕莎集团、全聚德集团、

古玩城集团和东来顺集团的资产重组和业

务整合；2010年，北京农业集团、西单友谊集

团先后并入首旅集团，至此，通过数次重组，

首旅集团构建起了涵盖“食宿行游购娱”全

旅游产业链的六大专业板块，经营业态也涵

盖了酒店、餐饮、旅行交通、旅行社、商业、景

点景区等业务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首旅集团还对旗下二级

企业进行混改，并完成了多项收购。其中在

2014年11月收购了宁波南苑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70%股权；2015年，首旅集团旗下子公

司首旅酒店又对如家进行了私有化，并成为

国内最大酒店集团锦江之后的第二大酒店

集团。此外，首旅集团还通过首寰文化旅游

投资有限公司对北京环球影城进行布局，预

计至2021年北京环球影城开业之后，该项目

每年将吸引超过1000万的游客。

北京商报记者还了解到，卸任后段强仍

将担任世界旅游联盟主席和中国旅游协会

会长职务。

对于宋宇的接任，业界也投来期望的目

光。资料显示，宋宇曾任北京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2011年7月，开始

担任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

主任，此后又历任党组书记、主任，并于2018

年11月担任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虽然一直深耕旅游行业，不过摆在宋宇

面前的任务并不轻。据悉，早在2017年4月，

首旅集团就被北京市委深改组确立为首家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企业。在国有企业改

革上，首旅集团也面临着不小的压力。此前，

首旅集团曾指出，未来的投资和资本运作领

域将聚焦于生活方式服务业，而操纵这个千

亿级的旅游企业并迅速显现出效果，显然并

非易事。同时，首旅集团内部也正在思考如

何将旗下商业领域和旅游资源进一步融合。

有消息指出，宋宇上任后的第一站，便是赴

旗下王府井集团进行调研。

除了在商业上发力，刚刚移步大兴新机

场的首都航空也被业界寄予厚望，未来如何

在航空领域突围，也成为摆在首旅集团新掌

门人面前的任务。

“重置”红线 游戏厅行业大洗牌将至

今后， 游戏厅在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务时将

被戴上“紧箍咒”。11月20日，文旅部正式印发

《游戏游艺设备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根据《办法》，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游戏厅等场

所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电子游戏设备。 在业内

看来，《办法》 将在国内的游戏厅市场掀起一波

监管风暴，尤其是涉及奖励性质、具有博彩色彩

的设备设施将被严格控制，甚至禁止入市，不少

经营者将面临设施、人员配置等大调整的局面。

不过，目前《办法》只是设立了粗线条的管理框

架，仍有不少政策“留白”，因此未来相关部门可

能还会针对市场上不同类型的相关娱乐场所和

设施进一步出台细化管理方案。

游戏厅中不得设捕鱼机

根据《办法》，本次纳入管理的游戏游艺

设备，主要分为电子游戏设备（机）和游艺娱

乐设备两大类。据知情人士介绍，前者主要

指的是游戏中常见的电子游戏机类的设备

设施，而后者则涵盖抓娃娃机等更侧重娱乐

性质的产品。

《办法》提出，今后，我国游戏游艺设备

将不得含有宣扬赌博的内容。具体来说，新

政实施后，游戏厅中的设施不能触碰的内容

“红线”包括：具有或者变相具有押分、退分、

退币、退钢珠等功能的；捕鱼机等以设置倍

率形式以小博大的；老虎机、转盘机、跑马机

等由系统自动决定游戏结果的；以及含有其

他宣扬赌博内容的。

而且，为保障对游戏厅等场所对内部提

供游戏机等设施内容的把控，《办法》明确，娱

乐场所以及其他经营场所不得利用未经文

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内容审核、擅自实质性变

更内容的游戏游艺设备从事经营活动。此

外，《办法》甚至还进一步提出，就连利用游

戏机等设备进行有奖经营活动的游戏厅等

经营场所，也应当报所在地县级文化和旅游

行政部门备案奖品目录等相关信息。

新政的出台，引发了国内的游戏厅等经

营商以及制造、销售厂商等不小的震动。有

专家直言，《办法》将有助于捋顺国内游戏游

艺经营市场秩序，更强力地把控游戏厅等场

所的设备内向未成年人输出的内容，但同

时，不仅市场层面端恐迎来大洗牌，监管端

也需要面临多重挑战。

经营场所面临大改造

“现在，整个行业内带有博彩或类博彩

奖励性质的设备设施还是不少的，以前对于

未成年人的游玩时间、范围确实没有严格限

制，而这类消费者也是游戏厅等场所的主要

受众之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

和旅游产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兴斌表示。

就此，北京商报记者也前往金源新燕莎

MALL乐酷电玩俱乐部等相关场所进行了

实地探访。记者发现，目前不少电玩城、游戏

厅类的场所中，仍然设有不少退币、以小博

大类的游戏机。以乐酷电玩俱乐部为例，记

者初步统计，场内共有游戏机类设施不下百

部，其中有约10台都具有直接返游戏币的功

能。此外，《办法》中明令禁止的捕鱼机，也摆

放在了该游戏厅中相对醒目的位置，等待着

前来游玩的消费者们。

虽然在采访时北京商报记者发现来上

述游戏厅中游玩的消费者较少，但其中未成

年人单独或与家长前来的并不在少数。

“可见，新政实施后，游戏厅等场所的经

营者有相当一部分都要面临更换设备、设

施，甚至重新调整定位的局面。”王兴斌也提

出，其实游戏机的奖励和赌博性质如何界

定，是摆在监管层面前的一个巨大难题，在

业界，这两者之间的边界本身就比较模糊。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也

表示，娱乐场所中完全禁止所有带有奖励色

彩的游戏机，确实不太现实，毕竟成年人对

于这类娱乐设施还是有需求的，关键还是如

何管控未成年人不受赌博内容的诱导。

亟待分级细化

包括王兴斌、陈少峰在内的多位专家都

认为，《办法》只是一个粗线条的规定，针对纷

繁复杂的游戏厅、游戏机市场来说，势必不能

“一刀切”地管控。上述知情人士向北京商报记

者透露，《办法》的出台，主要是为了与防止青

少年沉迷游戏的相关规定形成配套，但具体

什么样的场所和设备可以有条件地开放，可

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目前市场上还是有

一些娱乐场所设置的游戏机等设施主要就是

面对未成年人或低龄儿童的，非国家法定节

假日是他们消费的重点时段，如果完全不分

类地禁止，确实对市场会形成不小的影响”。

陈少峰进一步提出，游戏厅以及其中的

游艺厅可以引入分级制度，哪些类型的场所

和设施可以在哪些时间段开放给什么样的人

群，确实需要通过管理细则进一步明确。

值得注意的是，《办法》中将近年来大热

的VR娱乐、抓娃娃机等设施也纳入了监管

的范畴。《办法》规定，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

部门可以结合实际，制定适应儿童游艺娱乐

场所、虚拟现实游艺娱乐场所、专营“抓娃娃

机”等礼品类游艺娱乐场所发展的使用面积。

对此，王兴斌也表示，目前我国不少地方的

地铁、商场甚至街边空地都有集中摆放、设

置的盲盒机、抓娃娃机、VR游戏机等设备设

施，而且很多都采取了“无人看管扫码游玩”

的方式经营，如果相关部门要对这些设施和

场所进行监管，相关制度如何设计，也是一

项难度不小的挑战。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

工资帽能不能拯救中国足球

从10月中旬对垒菲律宾前夕的踌躇满志， 到自摆乌龙败于叙利亚后

的银狐二度告别，过去的一个多月，中国足球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大变

动。推倒重建，改革呼声再起。11月20日中午，中国足协官方发布公告，要

求中超、中甲、中乙各级俱乐部暂缓与国内球员签署个人工作合同。当日

晚6点11分，人民日报体育微博发布消息称，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球员限薪

将有大动作：中超俱乐部依然不能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中甲和中乙联赛

下赛季的顶薪分别是500万元和300万元。工资帽指向了球员的高薪低能，

试图把中国足球拉出商业化时代的金元泥沼无可厚非，“我觉得帮助还是

会有，但是多大很难说。因为核心问题是职业联赛就是一个经济形态，是

一个商业模式，你没有好球员、好球员少，价格就贵，转会费就降不下来，

工资也就降不下来”。足球评论员杨天婴坦言。

■暂缓签订合同

中国足球刚刚经历了黑色的一周———

国家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强赛中客

场1比2不敌叙利亚队、国奥队在热身赛中1

比5惨败给澳大利亚队、国青队25年来首次

无缘亚青赛决赛阶段的比赛。

这个节骨眼上，任何关于足球的风吹草

动都被公众盯着。11月20日，中国足协发布

关于《中国足球协会关于各职业俱乐部暂缓

签署球员工作合同的通知》的说明提出，中

国足协前期做了广泛调研，听取了部分职业

俱乐部及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正在拟订“关

于进一步推进联赛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

将会对足协现有的一些制度和规定作补充、

完善和调整。该意见计划于12月初公布。

上述说明表示，意见制订的原则是推

动各级职业联赛的健康发展，降低职业联

赛俱乐部财务负担，规范薪酬体系、转会市

场，严格监管措施，推进职业俱乐部青训工

作并保护俱乐部青训利益。在新的政策调

整正式公布之前，暂缓各职业俱乐部与球

员签署新的工作合同。

尽管具体实施方案还没有出台，但限

薪制度似乎已经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再加

上央媒随后披露出来的细节，工资帽几乎

成为定局。

“其实年初足协就出了一个‘四大

帽’，本身就是限制俱乐部过热投入的。我

认为陆陆续续还会再出台很多配套的东

西，但限薪本身还是挺虚的，主要是供求

关系不变，薪是很难限住的。”杨天婴告诉

北京商报记者。

在业内看来，足协出台这一规定与之

前国足输球存在一定关联。不过，杨天婴认

为，除此之外，限薪应该是在一个长期的计

划之内的，不是临时的想法，即便没有输

球，限薪也会出台。

■“四大帽”延续

“限薪令”似乎已经蓄势待发，但事实

上，足协在薪酬方面早就动作频频。在去年

12月20日的足球职业联赛总结会上，足协

就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试图对俱乐部投资

人注资、球员薪酬、单场奖金、球员转会等

方面划定天花板，也就是外界最为关注的

“四大帽”政策。

“四大帽”中最受关注仍然是“薪酬

帽”。据中国足协准入审查部部长何玺介

绍，中超球员薪酬支出占俱乐部总支出比

例限额将逐年下降，2019-2021年分别为

65%、60%和55%。中超国内球员个人薪酬

（不含奖金）最高不得超过税前1000万元人

民币。参加2019年亚洲杯、2022年卡塔尔世

界杯预选赛的国家队球员在个人最高薪酬

限额基础上上浮20%执行。

薪酬之外，奖金也被大幅削弱。根据当

时的规定，2019赛季，各俱乐部同时大幅降

低奖金，单场奖金限额由各俱乐部共同议

定，赛季初须对奖励标准进行公示，禁止以

其他名目发放比赛奖金，严禁现金发放。

与此同时，另外的“注资帽”、“转会

帽”等也饱含着足协给市场降温的态度。

“投入帽”方面，2019年中超球队支出的封

顶限额为12亿元，而在2020年和2021年，

中超俱乐部的投入标准将降低为11亿元

和9亿元。

在公布“四大帽”具体细则的同时，足

协还出台了惩罚举措，对于支出总额、薪酬

总额、注资总额超标的球队，按照超标比

例，会限制各队引进内援和外援的人数。足

球业内人士透露，此举是针对职业俱乐部

存在的盲目投资、“天价转会费”和部分球

员过高薪酬、签署“阴阳合同”、逃避税款及

欠薪等情况。

“中国足协此前调研了37家俱乐部，大

家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渴望一个公正的竞

赛环境。其实投入也是公平竞赛环境的一

个重要因素，搞联赛不是比着烧钱，”中国

足协常务副主席李毓曾说，“一个俱乐部投

入20个亿，另一个投入3个亿，这个游戏怎

么玩？”

■金元足球VS市场化改革

自广州恒大开启中国足球的商业化金

元时代以来，资本的注入确实让中超增色

不少，中超球队在亚冠联赛中也屡有斩获，

不过，国字号球队的战绩却又屡屡像一记

响亮的耳光，告诉国人这种进步是脱节的。

高薪低能，是目前中国大多数球员的

实际情况。从2019赛季各俱乐部支出与球

员薪酬情况分析，至少亚冠区4支球队的运

营成本均超过“限薪”标准，国脚实际年收

入多在1500万-2000万元区间。

但是工资帽政策的出台，能够让中国

足球回归有规律、有序的发展吗？

据了解，就在通知下达之后，也有不少

俱乐部产生疑惑。上个月刚刚宣布下赛季

成立职业联盟，由参与者自己管理联赛的

概念其实也得到了各俱乐部投资人和球

迷、市场的认可，然而今天下达的限薪令却

打了职业联盟一个措手不及。

根据10月召开的最新一次足协新闻发

布会，完全自治，掌握管理权、经营权、权益

分配权，这是中超职业联盟的最大特点，相

较于以往由中国足协管理的中超公司而

言，这也是最大的不同。

然而，不少俱乐部11月20日当天才知道

这条通知和调整。按照职业联盟成立时的说

法，任何大的政策调整都会至少一年提前知

会各俱乐部。这一次不仅没有提前知会，甚至

连参与决定和商议的机会都没有，令投资人

都产生了疑惑：职业联赛究竟由谁来管理？

按照之前的说法，足协只在重大决定

上具有一票否决权，外界甚至还质疑一票

否决权是否还是足协一家独大。但其实职

业联盟和足协是有关于一票否决的白名单

的，其中涉及的是扩军等重大决定。限薪政

策虽然足协也具备一定的话语权，但在下

达通知之前都没有和职业联盟进行商议，

的确令人对职业联盟存在的意义产生疑

惑。而且受到直接影响的不仅是球员，职业

联盟的投资人同样是直接受影响的单位。

北京商报记者 肖涌刚 汤艺甜

产值规模：

国内制造商数量：

2000余家

其中，具有一定规模企业几十家

2014年

2018年

76亿元

164亿元

复合增长率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