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中国足球协会超级杯赛规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杯赛(简称“超级杯赛”，英文名称：CFA	

SUPER	CUP)由中国足球协会主办，由超级杯赛组委会负责竞赛组织和

管理，中国足球协会授权中国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负责全部商务

推广工作。	

第二章	 安保与保险	

第二条	 	 安	 	 保	

一、承办赛区以及相关政府机构有责任在赛事相关地点（包括赛

场和赛场周边区域、道路及相关场所）制定并执行充分的安保措施，

安保措施覆盖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所有相关人员： 

（一）所有参赛俱乐部运动员、官员及工作人员； 

（二）所有竞赛官员和工作人员； 

（三）媒体人员； 

（四）赞助商及商业合作伙伴； 

（五）现场观众。 

二、承办赛区应根据《全国足球赛区安全秩序规定》和《加强全

国足球比赛安全管理工作的规定（试行）》的通知，协同当地公安机

关，制定并向中国足球协会提交一份赛区安保计划。 

三、为保障运动员和比赛官员人身安全，承办赛区必须在体育场

为运动员和比赛官员提供安全、独立的进出通道。 

四、如果未对安保做出有效安排和计划，承办赛区将会受到处罚。 

第三条	 	 保	 	 险	

（一）承办赛区应对举办的超级杯赛相关联的风险和责任进行投

保，此类保险应可向受伤人员或者受损物品和财产承担确定的适当数

额的赔偿责任。 



（二）参赛俱乐部应自行负责其代表团在超级杯赛比赛中包括但

不限于运动员和官员在内的保险问题（包括住院和外科手术），且参

赛俱乐部必须保证中国足球协会将免遭此类诉讼或者承担责任。 

第三章	 参赛资格、报名	

第四条	 超级杯赛参赛球队为上一年度中超联赛冠军球队和足协

杯赛冠军球队；若上一年度中超联赛冠军和足协杯赛冠军为同一球队，

则由上一年度中超联赛第二名递补参赛。	

第五条	 报名参加当年“亚冠联赛”的教练员、球员和球队官员，

具有当年超级杯赛报名资格。在俱乐部和中国足协注册但亚冠联赛未

报名的外籍球员也可报名。每支参赛球队在亚冠联赛报名名单之外可

再报名 多 4 名 U23 球员（1995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的非港澳台

的国内球员）。	

第六条	 超级杯赛每队预报名球员不少于 18 人，不超过 31 人；包

含该队在中国足协注册的外籍球员（外籍球员报名 多 4 人，外籍守

门员、港澳特区及台湾地区守门员不得报名）；球队官员报名不得超

过 12 人，球队官员报名中包含领队 1名，主教练 1名，助理教练员

1 至 2 名，守门员教练员 1 名，体能教练员 1 名，球队新闻官 1 名，

队务 1至 2名，翻译及队医各 1至 3名。	

第七条	 港澳特区及台湾地区球员按照足球字[2018]36 号《中国足

球协会关于港澳特区及台湾地区球员参加 2018 年职业联赛有关规定

的通知》执行。	

第八条	 报名截止时间以报名通知为准。	



第四章	 竞赛办法	

第九条	 超级杯赛采用单场比赛决定胜负，全场比赛 90 分钟，上

下半场各 45 分钟，中场休息 15 分钟；若双方在 90 分钟内打平，则

直接进行罚球点球决胜。	

第十条	 超级杯赛原则上于每年中超联赛开赛前一周的周末。2018

年中国足球协会超级杯赛比赛日期、地点及开球时间如下：	

一、比赛日期：2018 年 2 月 26 日	

二、比赛地点：上海虹口足球场	

三、开球时间：19:35	

	

第五章	 规则与规定	

第十一条	 执行国际足联 新版本的《足球竞赛规则》。	

第十二条	 执行中国足球协会根据国际足联或亚足联要求制定的

竞赛相关规定。	

第十三条	 执行中国足球协会制定的《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	

第十四条	 执行《加强全国足球比赛安全秩序工作的规定》，全力

做好赛区安保工作。	

第十五条	 具体规定	 	

一、主、客队：中超联赛冠军为主队，另一支参赛球队为客队；	

二、比赛双方每队到达赛区的报名运动员不得少于 18 人；	

三、每队报名首发上场球员 11 人，替补球员 7 人，比赛过程中

可替换 3 名球员；	

四、每队实际累计上场外籍球员 多 3 人次；	



五、每队 11 名首发球员中至少有 1 名 U23 球员；每队 U23 球员

实际累计上场人次不得少于本队外籍球员实际累计上场人次；参赛俱

乐部队如违反此规定，该场比赛按弃权处理，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还

将视情节对该俱乐部做出进一步处罚。	

六、如果比赛双方上场比赛球员有一方少于 7 人，则比赛将被终

止。在此情况下，中国足协将对产生的后果做出 终决定；	

七、赛前官方训练	

赛前官方训练：参赛双方在赛前一天，按照与比赛相应的时间(与

开球时间相同的时间段内)，在比赛体育场各安排一个小时的训练，

原则上先安排客队训练，然后主队训练；如遇雨或因赛场积水等原因，

比赛监督有权决定适应场地取消或穿平底训练鞋在比赛场跑道进行

训练；	

八、其他竞赛规范参照中超联赛的相关要求执行。	

第十六条	 中止比赛	

如果由于任何不可抗力因素或者其它任何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比

赛场地不适宜比赛、天气原因、照明灯故障等事故在正常比赛时间结

束之前，裁判员认为应中止比赛，则应当随后采取以下措施：	

一、比赛将被暂停 30 分钟，以等待情况得到有效改善后将比赛

重新开始，除非裁判员认定比赛可以提前重新开始。	

二、比赛被暂停 30 分钟后，如果裁判员认为再延长一段时间可

恢复比赛，则可再延长 30 分钟。如果第二个 30 分钟后比赛仍不能恢

复，裁判员必须宣布中止该场比赛。	

三、在中止比赛情况下，主办方应在裁判员做出中止比赛决定后



2 小时内决定比赛中止时的结果是否有效，或在考虑体育精神及组织

等因素前提下，决定是否进行补赛或重赛。	

四、不可对本规程此条款提出申诉。	

五、如果因不可抗力，比赛被宣布中止，此比赛应优先考虑择期

完成剩余的比赛时间，而不是重赛全场比赛，被中止时的比分等情况

依然有效。当主办方决定将比赛恢复完成时，具体应遵循如下原则：	

（一）比赛从原被中止时的比赛时点恢复，恢复时所有场上球员、

替补球员要与比赛被中止时一致。	

（二）不能对替补球员名单中的运动员进行增加、更换。	

（三）不能增加可换人的次数。	

（四）比赛的红、黄牌依然有效，被罚出场的人员依然不能重新

回到比赛场地参加比赛。	

（五）所有与此比赛有关的其他处罚依然有效。	

（六）恢复比赛的时间（在随后可预见的时间）与比赛地点由主

办方决定。	

（七）由此可能产生的一切后续问题由主办方决定。	

第十七条	 比赛取消	

如果比赛由于不可抗力因素或者其它任何原因，包括但不限于，

比赛场地不适宜比赛、天气原因、照明灯故障等事故而使比赛无法正

常开始，则应随后采取以下措施：	

一、决定重新安排本场比赛前，比赛将被推迟 30 分钟，除非裁

判员认定比赛可以提前开始。	

二、如果裁判员认为再延长一段时间比赛即可开始，则可再至多



延长 30 分钟。如果第二个 30 分钟结束后比赛仍未开始，裁判员必须

宣布取消该场比赛。	

三、在取消比赛的情况下，主办方应在裁判员做出取消比赛决定

后 3 小时内，在考虑体育精神及组织等因素前提下，决定是否重新安

排比赛，或是否采取其他必要行为，或决定延续该比赛。除非纪律委

员会做出其他决定，否则与该场比赛相关的处罚措施依然有效。	

四、不可对本规程此条款提出申诉。	

第十八条	 媒体工作	

  一、赛前一天，双方球队必须参加赛前新闻发布会，时间和地点

由赛事组委会通知，参加人员为参赛双方的主教练、一名首发队员及

球队新闻官；	

  二、比赛（含颁奖仪式）结束后 15 分钟，双方主教练必须参加

赛后新闻发布会，负队先开新闻发布会，胜队随后；	

  三、接受主办方安排的其他宣传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电视专访、

球队抵达球场的简短采访与拍摄、签名售票活动、赛后瞬间采访、混

合采访区采访等。	

第六章	 比赛官员	

第十九条	 比赛监督由中国足球协会选派，代表中国足球协会超级

杯赛组委会按照有关规定负责指导、协调和监督赛区工作。	

第二十条	 裁判监督、裁判员、助理裁判员和第四官员由中国足球

协会选派。	

第七章	 处罚与程序	

第二十一条	 参赛球队在上一年度未执行停赛的违纪追加处罚，将



在本场比赛中执行。本场比赛产生的违规违纪处罚，可带入当年中超

联赛及足协杯赛，具体停赛轮次以停赛通知为准。	

第二十二条	 超级杯赛中违规违纪行为和事件，由中国足球协会纪

律委员会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八章	 奖励	

第二十三条	 超级杯赛冠军球队将获得冠军奖杯（1 座）、冠军奖

牌（45 枚）、冠军奖金（人民币 30 万元），亚军球队获得亚军奖牌（45

枚），比赛设“ 佳球员奖”。执法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将获得裁判员纪

念奖杯。	

第九章	 商务事宜	

第二十四条	 中国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作为中国足协唯一授

权的商务开发管理公司，负责运营超级杯赛全部商务资源。	

第二十五条	 知识产权	

一、中国足协有权使用和开发所有赛事相关的权利、名称和利益，

包括一切过去、现在或未来创造的知识产权和所有权。	

二、参赛会员协会、参赛球队和参赛球员承认并同意任何对赛事

相关知识产权的使用和/或提议使用，在任何时候都应当获得中国足

协事前的书面批准。	

三、如果中国足协授予批准使用知识产权，承办协会、参赛会员

协会、参赛球队和参赛球员同意不以任何可能对中国足协、赛事的名

誉、形象和声誉造成损害或破坏的方式使用任何知识产权，或暗示支

持或联系任何与参赛会员协会、参赛球队和参赛球员和/或第三方相

关的特定产品或服务，无论其是否与参赛会员协会、参赛球队和参赛



球员相关联。	

四、承办协会和参赛会员协会不应反对，而应当采取适当的行动

确保其附属组织不反对任何涉及赛事的商标或版权应用领域，并且不

应以任何形式挑战或申请可能影响中国足协对赛事所有权益的任何

版权、商标、专利或域名注册。	

五、对任何侵犯赛事相关的知识产权或有侵权嫌疑的行为及类

似情形，承办协会、参赛会员协会、参赛球队和参赛球员应当及时通

知中国足协。	

第二十六条	 肖像权	

一、中国足协有权使用和开发与比赛相关的所有肖像权，无论是

商业还是其他目的，均就本赛事和相关权利授予免除任何相关版税或

赔偿。	

二、承办协会、参赛会员协会、参赛球队、参赛球员、其官员和

/或代表团成员确认其对比赛的参与和出席，即相当于同意在不通知

或赔偿的情况下对他们的肖像或画像的使用和拍摄，并同意保障、发

布、保卫和支持中国足协、中国足协商业权利合作伙伴和官方授权商

免于任何和所有相关使用其涉及比赛的肖像和画像和/或授予比赛相

关的权利的索赔。	

三、如果承办协会、参赛会员协会、参赛球队、参赛球员和/或

其官员使用或有意使用任何肖像权，应获得中国足协的事前书面批准。	

四、承办协会、参赛会员协会、参赛球队和参赛球员应确保无个

人、公司或商业机构以任何可能导致或推断出与中国足协、比赛或任



何官方授权商相关联的形式使用和/或开发肖像权的商业权利，并应

立即向中国足协通知任何对肖像权的未授权和/或侵权的使用。	

第二十七条	 比赛标志、比赛名称、赛事官网	

一、中国足协是比赛标志和比赛名称的所有权利、名称和权益的

拥有者和/或控制者。	

二、承办协会、参赛会员协会、参赛球队确认其对比赛的参与，

即相当于同意赛事在不通知或赔偿的情况下对其标识、徽记的使用并

同意保障、发布、保卫和支持中国足协、中国足协商业权利合作伙伴

和官方授权商免于任何和所有相关使用其标识、徽记或授予比赛相关

的权利的索赔。	

三、参赛会员协会、参赛球队和参赛球员确认并同意，如果使用

或有意使用比赛标志和/或比赛名称，应当采用批准格式，并始终获

得中国足协事前书面批准。	

四、中国足协官网是比赛的唯一官方数字/社交媒体平台。相应

地，当在承办会员协会、参赛会员协会、参赛球队官方网站（若有的

话）涉及到比赛时，所有参赛会员协会应当只使用由中国足协和中国

足协商业权利合作伙伴提供的官方比赛社交媒体和数字标签（主题标

签）。	

第二十八条	 有关费用	

一、赛区组委会负担费用：	

（一）承办超级杯赛应承担的相关保险费用；	

（二）竞赛管理相关的消防、医疗、志愿者组织、饮用水等费用；	



（三）参赛球队在赛区的交通费用；	

（四）赛事承办协议规定的其他有关费用。	

二、中国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负担费用：	

（一）比赛场地租用并支付有关费用；	

（二）签订赛事安保协议并支付相关费用；	

（三）参赛队伍（非本地球队）国内城际间交通费补贴；	

（四）参赛队伍在赛区的食、宿费用补贴；	

（五）竞赛官员的城际交通、赛区接待及酬金；	

（六）中国足协（含福特宝）工作组费用；	

（七）赛事宣传和场地包装等费用；	

（八）其它可能的费用。	

三、俱乐部负担费用：	

（一）其它可能的费用。	

第十章	 接待	

第二十九条	 球队接待	

  一、赛区组委会为主客队双方安排从比赛场地、机场、车站或码

头到驻地的接送交通(40 座以上空调大巴及行李车，车况良好)，安排

训练、比赛和会议用车。	

  二、主、客队在赛区的食、宿由参赛球队自行负责，福特宝公司

给予相应费用补贴。	

第三十条	 比赛监督、裁判监督和裁判员接待	

 	 比赛监督 1 人、裁判监督 1 人和裁判员 4-6 人在赛区的接待工作



由福特宝公司负责。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规程未尽事宜由中国足协“超级杯赛”组委会负责

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