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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争鸣·

我国计划体育向市场体育转型的发展研究

苗治文，刘 月

( 辽宁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摘 要: 纵观我国体育发展历程，经历了计划体育、过渡体育和市场体育三个阶段。分析体育发展运行模式的变

化，界定计划体育和市场体育的含义及特点分析，阐述不同政治经济背景下的体育发展方式，重新审视新时期体

育价值观，并针对过渡时期存在的问题提出深化改革方案。依据社会的市场化动态与发展，建立市场体育“三架

构，两主体”的结构模型，由政府、社会和市场三大系统作为支撑架构，服务于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大主体，具体

描述了它们之间的链条关系。从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三个层面提出市场体育的发展模式，建立市场配

置、产业营销的体育市场化格局，旨在为快速推动我国体育专业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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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the Planned Sports Transforming to the Market Sports in China

MIAO Zhi-wen，LIU Yue

(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29，China)

Abstract: Throughout our country sports development process，it has experienced the three stages of sports such as the
planned sports，the transition sports and the market sports． We analyze the changes of sports development operation mode，

and define the meaning of planned sports and market sports which contains the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them． At the same
time，we elaborated the way of sports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fferent politics and economics and reviewed
sports values in the new period． Furthermore we put forward the deepen reform based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ransi-
tion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market dynamic and the development，establish market sports structure model of“three archi-
tecture，two main body”，namely，the government，society and market three big system as a supporting framework，service in
competitive sports and mass sports，and detailed describes the chai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From three aspects of com-
petitive sports，mass sports and sports industry，we put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sports market operation mecha-
nism，establishing market allocation，industrial marketization of sports marketing pattern，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ap-
idly promote the sports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 planned sports; market sports; transformation; operational mechanism

体育是社会发展的有机变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体育深深地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受计划经济体制

的影响，全国各行业都在计划指令中运作，体育亦然。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政治制度不断革新，人们逐渐

意识到体育亦向着市场方向发展，则产生由计划经济

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的体育。过渡时期呈现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并存的双轨特征，伴着

新思潮不断涌现，社会力量日益壮大，体育发展重心将

向市场与社会偏移，体育市场化的趋势逐渐与世界接

轨，最终目的是实现市场体育。因此，树立新时期体育

价值观，实现完善的体育体制已迫在眉睫。
1 计划体育的特点
1. 1 计划体育的概念

计划经济是指以国家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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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资源的经济形式［1］。计划经济是由国家在生产、
资源配置等方面进行统一的计划，大部分的资源归政

府所有，也就是说有计划的发展经济。这样避免了市

场的局限性和盲目性，统一发展不会出现地区经济发

展不平衡、个人企业不正当竞争等现象。
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各行各业按照计划指令运行，

体育也成为计划体育。计划体育是指国家统一有计划

的发展体育，由国家负担所产生的经费，所有单位或个

人应召国家指令共同完成计划目标的一种体育发展运

行模式。
1. 2 计划体育的特点

1. 2. 1 政府掌控体育管理职权

计划时期的体育主要依靠政府管理，经费由国家

财政部按不同项目拨款，职权几乎全部掌握在政府手

中。在竞技体育方面，国家不仅承担举办体育赛事、运
动员的选拔与培养、教练员的培训责任，还担负各种比

赛的人员用餐、住宿、以及运动员的服装、医疗等一切

费用。在群众体育方面，体育是一种公益性事业，通过

政府财政拨款提供体育公共服务、建设场馆器材与活

动设施，为群众运动提供便利条件，满足大众体育健身

的需求。各组织及个人与国家计划目标高度一致，执

行国家任务，服从国家利益，以尽快将我国体育运动发

展赶上世界水平为最高理想。
1. 2. 2 政府调控体育资源配置

计划体育资源配置全部依靠政府调配，包括建立

场馆器材、提供公共设施服务等，这种受指令分配的资

源不受其市场影响和制约。政府组织不单是运用政策

和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还负责项目繁多的微观管

理，对资源进行全面控制。在国家有限的计划拨款中，

主要依靠国家意志和行政力量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新的

体育组织体系，提供发展体育运动所必须的机构、人

员、资金［2］。把有限的财力、人力和物力集中于欲发展

的重点方向，在短时期内以获得最大 的 国 家 利 益 和

效果。
1. 2. 3 行政管理成为主要管理方式

一切体育事务均由体育行政部门来操控和执行，

这一期间的体育行为大多是政府行为或政府能力的延

伸。体育事业管理方式既针对竞技体育发展，也针对

群众体育发展，这种体制下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得到

极大的发挥［3］。从计划分配到真正参与运动，这个过

程耗时长且执行力低，管理过程中容易中断或连接不

畅，常常会有管理“失灵”的现象发生。人才资源管理

方式单一，按行政区域划分多数是垂直型上下调动，横

向流动比较困难，使人才的发现和利用受限。
1. 2. 4 注重体育的政治属性与社会效益

社会主义国家中，人们把体育视为人民的事业，当

国家体现为人民意志时，体育便是人民的体育。计划

经济与行政色彩使体育无法按照自身规律正常发展，

过分追求政治效应，造成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比例失

调。竞技体育本着“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理念，将

体育转化为“为国争光”的工具，是典型政治属性的表

现。而群众体育是为做好“增强人民体质”工作，从中

央政府开始层层下达，发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提供运

动场馆、设施器械以及知识信息传播等，发挥保障、支
持等功能，体现社会效益。
2 计划体育向市场体育的过渡阶段
2. 1 过渡时期的社会背景和依据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时代的更新，人们的经济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余暇时间逐渐增加，人们的体育需求

呈现多元化，体育的目的逐渐多元。造成政府所承受

的担子越来越重，则逐渐引入社会力量。但这种是“先

产生不适应，后不得不改变”的状态，是这些不适应出

现时，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体育体制，是政府想要

甩包袱而解压的一种表现。世界体育发展迅速且多样

化，国外已经有较完善的市场化体系，其中美国的健身

业占美国整个体育产业的三分之一左右，整体经营水

平高，组织化程度高，有健身消费的意识和习惯，也有

经济水平和时间的保证［4］。这种世界性的趋势必然影

响并推动中国体育向市场化的发展。
不同于起点模式和目标模式，过渡模式是一个动

态的过程，是从起点到目标的发展进程。过渡阶段是

双重体制并存的，政府力量与社会组织二者同时作用，

能更有效率的发展体育事业，是转型的基本表现。计

划经济惯性依然发挥作用，传统思维模式没有改变，体

育的福利性根深蒂固。社会的结构随国家政治、经济

制度的改变而改变，体育不能够也不应该游离于之外，

逐渐向市场体育过渡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

展要求的。
2. 2 过渡体育的特点

2. 2. 1 计划残留与人们体育意识滞后

计划时期的东西不会也不可能被全部遗弃，经济

或体育发展都是如此。人们对体育的观念认识不全

面，参加体育活动的意识浅薄，“增强体质”已经深深

在人们心中成了体育的烙印，而其它表达形式还不明

显，比如休闲健身、观看体育比赛、娱乐博彩等等，人们

参加体育活动主要取决于经济剩余和闲暇时间，而不

是把体育视为必需品。人们习惯性的对接受新事物比

较缓慢，突然改变会使人们潜意识的产生抵触和质疑，

而我国体育的发展正需要这样一个过渡阶段来稳定这

种状态，因此改革最难的不是体制建立而是价值转变。
2. 2. 2 管理依赖与政府权界不清

虽然现在正在逐渐脱离计划的影子，但是长期以

来在旧体制影响下已形成对政府的依赖性，经济管理、
物质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都在不同程度上的依靠

政府，政府承担的任务和责任仍十分沉重。这些管理

中行政成分居多，社会与市场所占比例较少，有些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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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放手的还在行使，有些管理的直属单位与办事机构

还是融于一体化，使得政府的权力分界线不清楚。一

些协会和部门只是名义上存在，并未担负其职责，有的

还利用名义和职权来行使体育业务管理。
2. 2. 3 体系待建与社会支持薄弱

过渡阶段的体育体系法规章程运行不规范，市场

中的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各部门之间协调不连贯，造

成体系运行不流畅。社会对体育方向投资很少，他们

不能够获得相对的利益，当然就更缺少社会公益的一

部分了，得不到社会的大力支持，政府也不敢彻底放

手，无形中就拖延了体育发展的速度。没有实际效果

让人们尝到改革的甜头，民心是不会因政策下达和倡

导几句口号而轻易转变的。因此，社会的不积极加上

体系不连贯，在过渡时期容易形成部分市场或封闭型

市场的现象。
3 市场体育的模型与机制构建
3. 1 市场体育的概念

市场体育是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提出

的，是指由自由市场所引导，社会或非政府组织来配置

体育资源的一种体育运行模式。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

中融入更多社会成分，资金供给来源于企业投资赞助

或社会支持，包括营利性行为和公益性服务。营利性

是通过进行体育物质自由交换获取私人利益，公益性

在服务大众的同时，通过冠名赞助提高企业知名度、产
生品牌效应等等，形成自组织市场模式。
3. 2 市场体育的特点

3. 2. 1 社会化分工管理

市场体育管理主体是社会组织，政府向体育社团

或非政府组织分权，独立社会团体具有严格条例与法

制保护，团体内设有不同层次机构，分别管理体育活动

创办、技术指导、体育娱乐消费等等。如果按照分工性

质的要求，把一种职能划分成两个相互补足的部分，那

么这两个专门部分就必须在整个分离过程中不断保持

某种交往关系［5］。政府管理型逐渐向服务型转变，政

府只做协作指导，无隶属执政管理。市场体育是一种

社会主导型的管理体制，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体育事业，

政府可给予一些补助，但经费的主体还是由社会投放。
专门管理部门或单位各自分离且不能相互代替，但在

某种程度上保持相应的交往关系，相互依存、相互适

应，既是体育社会分工又是社会合作的表现。
3. 2. 2 市场配置体育资源

市场体育主要靠市场机制来优化资源配置，政府

不直接干预企业或个人的体育活动，社会作为市场的

主体，做好交易中的体育决策。自由价格机制发挥主

导作用，而这个“价格”在体育中体现出来的往往是体

育价值，是与人们体育需求同等价值的交换。体系要

想均衡发展，就需要完善的市场体制、灵活的价格以及

有活力的自主生产者和分配者，否则就会缺乏社会组

织间的相互约束机制，使得资源配置失调，反映出市场

资源配置的局限性。
3. 2. 3 扁平化组织与人才自由流动

组织管理由垂直走向扁平化，社会管理系统水平

分化，彼此独立、非隶属、不受行政制约。其中社会专

门管理系统包括: 单项运动协会、行业体育协会等，社

会非专门管理系统包括: 工会、共青团及妇联等。体育

人才的流动最重要的是流动原则与市场管理，这两大

块是实现人才有效转换的关键。体育人才市场流动是

合理的、多向的流动，人才通过有偿转会、合同制、借

调、兼职等方式进行，管理中组织纪律严谨、稳定。在

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规律下，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多元

化，使体育后备人才的质量和数量得以长期保证。
3. 2. 4 注重个性需求和经济效益

十八大之后更强调社团和市场，普适性的体育组

织和弘扬体育文化不断崛起，走进“以人为本”的发展

战略。市场经济下的体育更加注重服务建设，秉承“人

本位”体育需求理念，政府部门主抓建设和维护公共服

务工作。体育发展的重点是如何更好的服务于社会，

挖掘体育的休闲、娱乐、健康等功能［6］。市场体育模式

推动下，公共品越来越少而私人品越来越多，社会组织

起主导作用，通过市场交换获得更多体育私人品，满足

个性需要同时提升产业价值，从而产生经济效益。
3. 3 市场体育的基本架构

在我国经济中高速平稳发展的趋势之下，全面体

现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有必要

对我国体育体制进行革新，走出被动改变的局面。应

从宏观体育管理组织中细化每部分间的关联，形成严

密的组织系统，围绕运行主体建立多维度相互联系的

“市场网”。从而国家和社会能更合理的分配权限和

利益，使体育得以自我完善和发展。
市场体育的运作模型是由政府、社会和市场三大

系统作为支撑架构，服务于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这两

大主体( 图 1 ) 。在市场体育的运行模式下，三大系统

相互协作、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为主体更好的发展提

供有利条件。

图 1 市场体育模式下各系统之间的关系

竞技体育方面，资金和赞助通过具有强大竞争力

的市场移交社会和企业，为其提供多元服务，而政府只

给予一部分补助。竞技体育发展的效果是政府政策好

坏的一种反馈，出资最多者获得品牌赞助权，队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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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员也为薪资赋予最多的球队效力，是市场化、商业化

运行的表现。群众体育方面，政府主要为大众提供公

共健身设施和场所，以社会自组织开展大众健身活动

和民间体育赛事为主，丰富群众体育文化生活。通过

自由交易购买体育资源与服务，激活体育消费和全民

健身的热情。群众体育开展的效果是一种体育需求反

馈的体现，而恰恰通过市场方式能够满足大众多元化

的体育需求。
竞技体育能够带动群众体育的进步与发展，起到

某项目技术的标杆模范作用，而群众体育是竞技体育

发展的后备力量。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监管社会和市

场，以社会为主要力量通过市场发挥作用，更好的服务

于两大主体，为国家和人民带来经济、文化等多方面

效益。
3. 4 市场体育的发展模式

体育价值思想观念的先行转变是改革的第一步，

也是落实革新最夯实的根基保障。通过继承优质传统

和改革创新，体育向自发性、亲民性、游离性、超越性 4
个特性转变。体育渐渐从“规定式”的运动，变成人们

自主的进行体育活动和从事体育职业，这是自发性的

体现; 体育不仅是针对职业体育、奥运体育，更适合大

众、贴近生活的体育运动，运动项目也越来越丰富，这

是亲民性的代表; 市场中自由配置体育资源与价值公

平交换，在不“违规”的空间内有序的流动，这是游离

性的表现; 透过市场作用推动体育产业快速发展，促进

全民体质提高，加快人才交流与更新，这是超越性的共

鸣。大力推动社会投资多元化、参与形式多元化、人才

培养方式多元化发展，将体育推向娱乐、享受、发展的

多元价值体育。
3. 4. 1 竞技体育的发展模式

从竞技体育本质特征入手，挖掘竞技体育基本规

律。竞技体育仍强调淡化金牌目标，我们既要正视金

牌，不要低估金牌的作用，又不可唯金牌论［7］。随着时

代变迁，一个国家文化的改变是漫长的，人们逐渐从崇

尚金牌倾向欣赏体育。不充满功利色彩和采取那些过

分的激励机制，赛场内外就会减少一些浮躁，避免恶性

竞争［7］。无论是运动员、教练员还是观众，都应重视体

育的观赏价值，把价值重心移向竞赛表演，使竞技体育

真正向着娱乐、享受、发展方向迈进。
( 1) 奥委会系统独立，政府职能转移

职能关系一直是体育事业发展和体育制度深化改

革的核心问题，应明确事权关系，理清协会间的组织关

系。权、责、利由国家统一指挥执行，奥运金牌的含量

是个人占的少，国家占的多，协会大多是有名无分并未

实行其真正职责。因此，在市场体育的发展模式中，竞

技体育中的协会体制要彻底落实，中国奥委会在职权

上应彻底与国家体育总局相脱离，独立部门、独套人

马，国家体育总局只起到政府机构监管作用，协作完成

奥委会的主要任务，真正实现决策、执行、监管三分离

和水平分化的善治管理。
全面谋划“十三五”时期体育事业发展的过程中，

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提到要逐步摆脱过去政府在

体育管理中直接的、行政的、参与式管理，适时地转向

间接的、以经济手段为主的、法制式的管理［8］。尽可能

去行政化管理，精简政府队伍，改变单一的行政型管

理，该放的权、让的利都转交给社会。国家把握好大的

体育发展方向，规范市场体育行为，主要做好市场监管

和公共服务，真正全面放开市场。任何的干预与行为

都要落实到法律上，提高政府、市场和企业之间关系的

透明度。
( 2) 建立职业体育联盟制度

职业运动俱乐部是职业竞技体育的主要组织形

式。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是竞技体育职业化、市场化

的首例，是在 1992 年北京红山口会议上开始提出中国

足球职业化体制，在众举国体制时期中脱颖而出。目

前我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经营项目主要是比赛门票、
球员转会费、会员费和商业性比赛，而广告费和电视转

播权由中国足球协会统一经营［9］。
英格兰职业足球俱乐部是按照市场规则运行的，

基本上是独立的商业化运作，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

经济实体，同时依托社会做一些慈善性比赛、社区指

导、发展训练营等来扩大声誉。在美国，职业体育联盟

通过电视和广播转播、联盟范围内的许可权开发、赞助

计划中获得收入，不用政府做经济支撑。根据分享收

入的多少和联盟劳工的稳定程度，投资者进入有风险

的商业投资［10］。美国职业体育对产量( 俱乐部数目、
比赛数目、价格竞争、支付运动员和劳动力市场的运

行) 实行限制，利用收入分成协议缩小最富和最穷俱乐

部间的经济差距范围; 对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竞争的限

制被认为是维护竞争平衡的需要，竞争的不平衡是职

业体育联盟有效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11］。
依据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推行职业体

育联盟制，人员的使用和制度条例要与政府体系脱钩，

企业的运转资金要与体育俱乐部财产相分离，依法治

体，走自由化、职业化、市场化的发展道路。以外界环

境影响和内部虚实矛盾的压力作为改革动力，教练员

与运动员采用聘任制度，处理好人员调配和与俱乐部

的利益关系，实行有目标、有系统的法制化、科学化创

新管理。建立好约束机制，对于权限的界定、人员的管

理要有系统的制度，对非法竞争、败坏职业道德的集团

与个人进行经济处罚，利用优质社会舆论手段促进宣

传。形成“谁投资谁获益”的联盟式市场风气，使体育

机制在利益相互推进的作用下高效运转。
( 3) 建立体育人才培养的协同机制

协同学校、家庭及社会组织三方的关系。发展运

动能力必须从早、从爱好入手，让孩子从小就怀揣“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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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梦”，养成经常运动的习惯。协同教育是深化教育改

革，推动我国教育与科技、经济、文化、社会紧密结合的

战略举措［12］，发动学校和社会企业的资源合作，促进

双方优势互补，社会可以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提供

公益性的运动体验和运动比赛，作为深入校园的开始。
另外，社会资源可提供青少年培训基地，让孩子们在课

余时间同样接受专业的学习和训练，丰富孩子课外体

育活动; 经常举办青少年体育竞赛，给予展示和锻炼的

平台。从小、从校园做好体育的基础，是家庭、学校和

社会的共同教育的使然，也是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的力量支持。
3. 4. 2 群众体育的发展模式

( 1)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角色承担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社会专门体育管理系统，包

括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总会、全国性单项运动协会、
全国性行业系统体育协会以及解放军群众体育组织，

主要任务是举办全国性比赛和体育活动，传播体育科

学知识、体育文化和体育精神，推动群众性体育运动开

展，促进国际间交流，为体育发展战略提出建议［13］。
总会接受国家体育总局及民政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

理，全面负责群众体育的各项事宜，担当社会管理的

主角。
当社会经济较为发达、体育氛围浓厚时，逐渐淡化

体育总局等部门的行政色彩，中华体育总会应重新承

担起体育发展的重任，而管理主体由总局向总会的转

变也将是体育政策与管理体制变革的关键所在［14］。
在市场体育发展的形势下，应加快这种局势的转变，强

化总会的职责和功能，真正从总局的影子中独立走出

来，步入群众路线，与社会有机作用共同建立全民健身

的有效组织机构。
( 2) 鼓励社会建立服务场所和网络平台

首先树立先进示范区，让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优

先建立起来，着重于公共设施管理与服务，吸引更多的

人参与运动。其次，地方政府与高校联建公共体育场

馆，为当地居民和在校生提供便利和优质的锻炼场所，

提高高校场馆的利用率。鼓励建立不同形式的俱乐

部，可以是企业联名体育文化公司，主营青少年训练基

地、健身休闲会所等; 还可以是健身俱乐部，以办卡、实
名会员制为主要形式，提供健身课、健身器材使用和健

身指导。对于具有一定规模、经常举办联赛以及特色

文化活动的社团组织，可以申请独立机构获批专利，享

有法律代表并受法律保护，积极倡导企业公司与高校

联办运动会等体育文化活动。建立休闲健身知识指导

网站，召集社会各大组织协会入网，网站发布旅游健

身、社团活动等信息，还可以分为科学运动指导、户外

活动以及论坛等多个不同版块，通过网站交流以获得

最新最全健身资讯。
全民健身现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体现了国家对全

民健身工作的高度重视，建设健康中国成为人们的新

热点。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更应重视与社会的公共

关系，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体育公共服务的提供，将缘由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转交给私营公司、非盈利性组织

等机构。然而，在需要大力发展的同时要避免井喷式

发生，不能盲目的建设公共体育场馆、开发新广场、建
立新器械设施，要根据当地人口和居民实际生活状况

来规划建设。
( 3) 满足个性需求，实现市场配置

积极调动各大社会组织，举办群众喜闻乐见的活

动和赛事，满足群众的个性需求，调动群众的健身兴

致。要处理好公共和私有的关系，新时期的公共品和

私人品都应倾向于社会，公共品和公共服务逐渐由政

府提供向社会发展，私人品全部体现在社会和个人主

体中。通过市场配置体育资源，实现群众体育中的社

会公平发展和个性体育培养。但是在经济薄弱、文化

落后的地区，仍然需要政府的支持与管理，尽可能避免

城乡两级分化严重的现象发生。
3. 4. 3 体育产业的发展模式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 46 号文件，促进体育消

费带动转型升级，冯建中副局长在讲话中说到，现在是

体育发展和体育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机遇期，体

育人要站在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看待体育产业的重要

作用，从体制、架构、人员上入手［15］。在市场体育发展

形势下，最重要的就是解决经济问题，体育消费成为最

直接的突破口。体育产业占据体育发展的主体地位，

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是体育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
( 1) 培育多元市场，刺激体育消费

政府的“权益效应”应逐渐被弱化，一方面是政治

权力控 制———单 方 决 策 权，另 一 方 面 是 经 济 资 源 提

供———财务供给，强化社会中自主经营、最佳效益等因

子，增加市场比重。通过培育休闲健身娱乐、体育用品

器材、体育服务、竞赛、体彩等市场，建立相应机构，市

场内容更加丰富多元。国务院发布的促进体育消费意

见中也强调，丰富体育赛事活动，以竞赛表演业为重

点，大力发展多层次、多样化的各类体育赛事［16］。通

过品牌赞助、名人效应等方式竞标投资，吸引消费者，

从而促进体育消费。
全球体 育 市 场 收 入 的 来 源 主 要 依 靠 门 票 收 入

( Gate revenues ) 、媒 体 版 权 收 入 ( Media rights reve-
nues) 、赞 助 收 入 ( sponsorship revenues ) 和 销 售 收 入

( Merchandising revenues) ［17］。而媒体转播权的销售已

经成为职业体育联盟和俱乐部越来越重要的收入来

源［11］。体育消费形式不断增多，机车、跳伞、游艇、冲

浪等水、陆、空高端体育消费项目也逐渐兴起，46 号文

件也明确指出，要引导发展户外营地、徒步骑行服务

站、骑车露营营地等设施。通过提高我国服务品质和

产品质量，能更加刺激国内消费群体购买，而不是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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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外产品。通过增加各类体育产业项目的运营收

益，利用高额利润吸引社会各集团竞争，将市场运行范

围逐渐扩大，让市场成分越来越多而政府的因素越来

越少，实现市场主导的新局面。
( 2) 推进法治体育，市场依法治理

“十三五”规划中提出: “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

业行动，放宽市场准入，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加

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竞争

保障机制，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18］。市场模式

能促进体育活动者的自由选择、满足其体育需求，建立

“虽自由，需有序”的制度体系是实现市场机制的核心

内容。在国家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法治是基础也是

核心，用法治思维践行市场体育中的治理方式，是顺应

时代的体育治理理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质上是法制经济，市场

体系要有严密的法律、法规来严格约束，维护公平竞争

和消费者权益。美国职业体育产业所涉及的法律主要

有合同法、反垄断法和劳工法［10］。政府应行使监管职

责，依法监督，对市场失灵进行及时调控，以法律为保

障，依法经营管理、维护市场秩序，同时提高为市场服

务的意识，使大众获得有品质保障的体育精神产品和

体育服务产品。
( 3) 创模新、创众业、创双赢

体育商业化投资要找到商业利益与体育事业共同

发展的最佳契合点，尤其要注意协调好商业公司与中

国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相关权益的关系、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统一的关系。以市场为导向，注重市场

的信息反馈，确立投资方向，培育和规范体育市场。以

服务市场、竞争市场、地域间互动市场为枢纽，扩大投

资、融资渠道，打通阻碍产业间相互融合的隔膜，创生

各类产业间合作的创新模式。鼓励大众创业，让公民

享有自主创业的权益，创业渠道与资源可以自由的在

市场中交易和运作; 倡导通过国家政策扶持进行大学

生自主创新创业; 这类的创业完全是社会的、自发的，

投资者和体育事业相互依存。基于双方的共同利益，

把握关于体育层面的经济关联，协调好体育产业的价

值链关系，避免出现相互冲突，从而提升产业价值，创

造出互利互惠的双赢模式。
4 结语

不同经济体制下，我国体育的发展也经历了计划、
过渡和市场体育三个时期。目前，我国仍处于向市场

体育转型的过渡阶段，政府和社会的角色功能逐渐转

变，管理体制逐渐向社会放手，使过渡时期存留的难题

逐一攻破，逐步向市场体育迈进。市场体育的模型架

构中，政府、社会和市场围绕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发展

运作，发挥市场配置功能，促进体育国际化发展。在市

场体育模式下，中国奥委会和中华体总独立体系，切实

把内政与市场分开，各项目走职业化体育道路，采用俱

乐部管理方式，协同校园、家庭、社会教育培养中国体

育后备人才。鼓励社会建立服务场所和网络平台，建

设自身运行体系和存在形式，对实现市场配置、满足个

性需求具有重大意义。以促进体育消费为核心思想，

建立自由有序的法治市场，利用多媒介信息化社会创

新多元体育产业，打开产业合作与共赢的国际化市场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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