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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经验启示

傅钢强1，2，刘东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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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经济体制改革为逻辑主线，对体育产业发展的
更迭脉络进行了有效梳理和剖析。研究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经历了新中国建立初
期的酝酿储备期、改革开放后的初步发展期、世纪之交的深入探索期和十八大以后的改革创新期 4 个演进阶段。在
曲折的发展进程中，总结出了党领导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主要依靠准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重视党的经济
建设指导思想的引领作用和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产业发展理念 3 个基本经验。通过审视当前面临的国内外复
杂形势，提出我国未来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要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进一步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和有效增强
科技创新的转换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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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Logic and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of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in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Sinc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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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conomic system reform of the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this pa-
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include: under the correct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dustry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four phases，these are the period of gestation and reserv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the period of initial developmen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period of deep exploration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and 21st century，and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after the CPC’s 18th National Congress． According
to this tortuous development course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this paper concludes the CPC’s basic experience of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including grasping the historical orientation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emphasizing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CPC’s guiding principles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and establishing the people-cen-
tered outlook of sports industry development． By examining the current complex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it suggests
tha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follow the major national strategic de-
ployment，further utilize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market，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
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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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的发展是我国经济腾飞的一个缩影，

同时也是折射社会形态变革的一面棱镜。新中国成

立以来，我国经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作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体育产

业也经历了从粗放型快速增长向高质量阶段迈进的

逻辑演变，已然成为国家产业结构体系的重要内容

之一，并将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

性产业。据统计，2015 至 2018 年我国体育产业规模

年均增长 15. 9%，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22. 4%，并

在 2018 年实现了产业增加值突破万亿元、占 GDP
比重超过 1% 这两个关键指标，体育产业总规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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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值的增速都远远高于同期全国整体 GDP 的增

长速度，凸显出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1］。当

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外部环境

有了新形式、新挑战和新机遇。新兴体育业态不断

涌现，体育产业的内涵不断扩大，从顶层设计到市场

主体，创新驱动已成为主旋律和关键词［2］。基于此，

总结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下体育产业发展破

旧立新、曲折动荡和如沐春风的演变历程，立足当前

现实环境阐述体育产业模式、业态和机制创新的新

常态，以期寻绎未来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

方向，并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目标的早日

实现。
1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我国体育产业的历史寻

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我国进行了多次经济

体制改革，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

架，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均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在经济体制从高度集中的

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转变的过程中，

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也与经济体制的改革保持着高

度关联性，极具时代烙印和政策波动性，大致可以归

纳为以下 4 个不同阶段。
1. 1 1949—1977 年的酝酿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当时的特殊国情，我国所

运行的经济体制主要是借鉴了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

计划经济体制，其特点是政府直接指挥和管理整个

国家的企业经济活动。这对于当时集中有限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以确保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重点项

目的顺利完成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等均起到了积

极作用。1956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诸多重要指

标已经提前完成。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探索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

和政策，中共中央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

上首次明确了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

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一个以政府为主体的社

会主义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3］。自此，全国规模的

经济建设运动开始，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生产、财
政、金融和物资等经济管控手段，有效解放了当时的

社会生产力。1970 年代后期，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

门类齐全的独立工业体系，有效促进了国防和科技、
商业与金融、交通与邮电等领域的发展，为当时竞技

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同

时也为改革开放以后体育产业的顺利起步培育了较

为肥沃的土壤［4］。当然在“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

革命”时期，由于对中国社会发展方位的错误评估，

我国的经济体制遭到巨大破坏，体育产业的酝酿发

展也出现了断层。
由此可见，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

束，党面临着革命与建设的双重任务，对体育赋予了

很强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主要任务是增强人民

体质和为国争光。当然客观地说，党对新中国成立

后前 30 年经济事业的领导或有因缺乏经验而艰难

曲折之处，这一时期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的体育产

业元素。但总体来看，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不

断探索为改革开放后体育产业的有效发展提供了一

定的资金、技术、装备和物流等基础，这个阶段可以

说是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储备期。
1. 2 1978—1991 年的起步阶段

1978 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

在社会主义时期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伟大转折。
全会提出要对我国传统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并将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视为本次经

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5］。1982 年召开的十二大

进一步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指

导方针，初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该是市场

和计划协调统一的体制，市场和计划均是一种经济

调节手段。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是，我国体育

事业也以社会化为方向拉开了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

改革的序幕，体育领域内的市场经营活动逐渐活跃，

体育的产业属性和经济功能初步凸显。此后，随着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不断改革和市场体制的逐步确

立，体育系统在“以体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指引

下，涉及体育广告、体育旅游、体育场馆租赁、体育健

身娱乐、体育技术咨询服务及培训等内容的体育经

营活动和经济实体日益增多，在体育经营管理方面

迈开了商业化的步伐［6］。特别是作为劳动密集型产

业的体育用品制造业，由于前期建立的工业基础和

人口红利等优势，在浙江和福建等东部地区得到了

快速发展。同时，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休闲

时间的增多，为体育产业的起步发展注入了充足的

养料［7］。
整体而言，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发展，党对体育经济功能的认

识在体育发展实践中逐渐显现，形成了相对比较初

级的体育产业体系。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指引

下，部分体育基层单位尝试了以体为主、搞部门创收

的补偿式经营，实现了体育从福利型事业向产业型

事业的性质转变。这个时期，党为我国体育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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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奠定了正确的方向并影响至今，成为未来体育

产业发展的重要政治保障。
1. 3 1992—2011 年的探索阶段

1992 年初，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

话”，使人们对于市场和计划的关系有了新的重大认

识，极大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新目标的确立进程。
同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

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党

的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均根据实践发展对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原则、方针和内容作

了较为明确的动态说明，将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

认识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我国体育改

革也在不断深化，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在著

名的中山会议上提出了“六化六转变”的改革思路，

首次提出了体育产业化的崭新概念。1993 年原国

家体委颁布了《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提出了

将体育产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中，

代表着 人 们 对 体 育 事 业 产 业 属 性 认 识 的 再 度 深

化［8］。1994 年的职业足球联赛开赛和 1996 年的中

体产业成功上市，均标志着体育产业已经通向了市

场化和法制化的发展之路。此后，随着协会实体化

和项目俱乐部化等体育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化，较好

规制和激励了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加

入 WTO 和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更是将

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推向了世界的舞台。期间大量

的体育用品出口到国外，同时通过国际赛事的引入

和体育经纪人的培育，加速了国内体育产业的兴旺

发展，形成了体育市场开放化、体育消费多元化和体

育政策合理化的良好格局。
这个时期通过对过往的深刻反思和现实的敏锐

洞察，中国共产党已深刻认识到了体育在促进经济

增长、扩大居民消费、优化产业结构和带动社会就业

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在此认识基础上，党将体育产

业的发展纳入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中，标志

着其地位已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然而由于体制

惯性，此时的体育产业仍然是附属产业，未能与其他

传统产业取得同等重要的市场地位，尚处于培育和

探索阶段，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仍旧较弱。
1. 4 2012 年以后的革新阶段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 2012—2016 年的体育产

业发展改革期和 2017 年以后的体育产业发展创新

期。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

核心问题是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市场体系不健全

已严重制约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此，当时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尽快建立健全适应市

场经济要求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促进资本、技术、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

动和优化配置［9］。对于体育产业发展而言，当时我

国体育市场已经形成了包括体育用品市场、体育培

训市场、体育中介市场、竞赛表演市场、健身娱乐市

场、体育彩票市场和体育旅游市场等在内的较为清

晰和完整的基本框架体系。2014 年 10 月国务院发

布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

意见》，其意义就是未来一段时期内要通过供给和需

求两端的结构性改革，努力促使体育产业成为国民

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10］。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

则更进一步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把创新摆在国家

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随着党和政府作用的持续强

化以及市场激励的不断完善，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

思路也逐渐由“改革”向“创新”演进，在线健身、智

慧场馆、数字体育等新模式、新概念不断涌现，极大

丰富了新时代体育产业的发展业态［11］。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着眼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体育

产业逐渐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

中，成为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时代以后，党中央对体育

产业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观点和新

举措，并把体育建设与国家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体

育强国、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紧紧联系在一起，战略地

位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2 党领导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基本经验

2. 1 准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强调，“一定要看清

我们的历史方位，看清我们为之奋斗的现实目标和

远大目标”。因此，准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

历史方位，全面洞察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宏观环

境、机遇、挑战和趋势，是有效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的

基本前提。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

举，百业待兴，财政状况极为困难。当时中国社会的

生产力主要是以手工生产为主，经济体系中自给自

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中国人民处于极度贫困

状态［12］。所以党的八大对当时的历史方位作出了

重要判断，即主要任务和目标是进行大规模的社会

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体育的产业属性未

被有效激活。当然，历史方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

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到改革开放以后就进入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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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这个时期，以邓小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住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

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开

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以体育用

品制造业为核心的体育产业也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进入到起步发展阶段。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上

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大政治

论断，充分把握住了历史进程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

变化，赋予了党新的历史使命和理论内涵，为今后体

育产业成为我国国民性支柱产业奠定了坚实的政治

基础。
2. 2 重视党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引领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进行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性意义的经济体制改

革，这些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动态创新为我国体育

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纵观新中国成

立以后的发展史，凡在经济建设的关键时刻，党中央

都能够把握大势、着眼长远，领导和推动经济建设指

导思想的创新发展。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八

大是党在重要历史时期从长远规划视角出发，对经

济建设指导思想从战略层面作出的重大调整。两次

调整均对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和突破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成为体育产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历史节点，前

者为产业的平稳起步奠定了基础，后者则为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指明了道路。根据相关统计，改革开放

前全国的体育用品企业数量仅 500 家左右，而到了

20 世纪初则已经实现了近 10 倍的增长。此前，我

国体育产业结构面临较为严重的体育用品品牌趋于

低端、优质赛事相对匮乏和个性服务供给不足等现

象，在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驱动下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供需错配的问题［13］。当前，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直接对中国经济的未

来发展作出了全面性规划，也为体育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因此，对于未来体育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而言，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以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基本引领，以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根本动力，努力建设现代化的

体育市场体系。
2. 3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产业发展理念

我国的政体制度保障了体育事业的人民性。纵

观党领导下的体育产业发展史，也是基于人民性实

践的一个动态发展过程。虽然不同的发展阶段支撑

人民性实践的主客观条件不同，但其主线还是为了

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期待而作出的各种战略

抉择。因此，在党和政府提出全面建设体育强国的

重要时间节点，办好人民满意的体育事业成为一个

新的奋斗目标。我国知名学者鲍明晓先生认为:“人

民满意的体育是基于高质量实践体育发展人民性的

体育形态，是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盼为指针，

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为准则，更加注重解决体育发展

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服务于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体育样式。”那么体育产业

作为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领域，在提升

新时代人民生活质量、助力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方面

肩负着新的使命［14］。因此，党领导下推动体育产业

高质量发展要与改善民生有机结合。一方面体育产

业的高质量发展要满足新时代人们的多元化需求，

特别是与人民群众幸福感紧密相关的健康、养老、文
化和旅游等领域，要顺应体育消费升级趋势增强民

生保障能力。另一方面，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领域，

也要把握好社会力量办体育的力度和节奏，除了不

损害中低收入群体的需求为基本底线外，还要发挥

体育产业在增加就业、带动消费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总之，新时代的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仍要以人民美

好生活的目标向度为中心，围绕人民对体育的需要

拓宽体育产业发展方式，从人民基本需要的角度出

发打造集休闲、娱乐、消费和健康等多要素融合的体

育产业新业态。
3 党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环境的现实审思

3. 1 国际环境: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期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成为战后全球经济体面临

的最大、最严重的整体威胁，全球经济、科技、文化和

政治格局将发生剧烈调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4 月 14 日发布的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

告》，预计 2020 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3. 0%。摩根斯

坦利、高盛等国际投行也发布报告称，全球经济因受

疫情影响正大概率进入衰退期，甚至需要警惕全球

性的经济危机［15］。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常

态化，西方国家将会对全球化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对

中国的贸易保护、贸易摩擦和贸易壁垒会逐渐加大，

实体经济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明显增加。因此，我国

的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链不仅面临全球化产业链“去

中国化”的巨大风险，也要面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从高低两端的双面夹击。同时大型体育赛事的停

办，也将对体育旅游、体育服务和体育竞赛表演业等

产生严重影响。虽然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将面临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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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和重重矛盾，但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仍有

更大程度的稳中向好态势，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不

可扭转的基本趋势［16］。特别是面对严峻的国际环

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充分发挥我国超大市场规模和

内需潜力优势，推动“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

型，释放靠内需就基本能够实现我国产业良性内循

环的超级格局，而体育产业将会是其中一个重要环

节。
3. 2 国内环境: 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交汇转换期

习近平指出，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已如期

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且得到人民认可，经

得起历史检验。作为检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色的

关键指标，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得到了有效发展，城乡

的融合协调性明显增强，农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部分地区的乡村振兴取得明显成效。因此，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顺利实现将为当前我国体育产业的发

展开拓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17］。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是指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习近平总

书记曾多次强调: “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把握体

育强国梦与中国梦息息相关的定位，把体育事业融

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大格局中去谋划。”
因此与国家发展同呼吸、共命运的体育事业也将在

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任务指引下迎来关键发展期。
对于正处于上升期的体育产业而言，面对当前两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在党的领导下将以

更高起点、更高层次和更高目标的要求全面深化体

育体制改革，积极应对体育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不稳

定因素。特别是当前面临疫情影响，较为敏感和脆

弱的体育产业缺乏下游需求的刚性支撑，更需要政

府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3. 3 技术环境: 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化期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新一

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材料技术和能源

技术等在不同领域相互交融，一些前沿性、颠覆性技

术取得重大突破，部分关键性技术在孕育积累中已

进入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期，可以预期全球产业发展

格局将面临新一轮变革。党和政府敏锐感知到了经

济社会发展、技术更迭应用和消费方式变化等对体

育发展的深刻影响，由此果断预判了数字科技融入

体育产业的发展趋势。由此，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

列推动数字体育发展的意见和方案，激发了高校、企
业和科研机构等主体参与体育创新的动力，开启了

新时代“数字技术 + 传统体育产业”的创新历程。
然而从目前的发展实践来看，体育产业与数字科技

的融合尚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对于数字化发展中

的体育治理优化、体育人才培养和体育新业态接纳

等问题尚需要政府的引导和社会的参与共同来解

决［18］。因此，未来要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丰富体育

产业的科技元素，将体育场地设施、体育功能性器

械、体育赛制模式等与科技元素有效融合，推动大数

据、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对体育

实体经济的升级改造，使体育科技创新成为体育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功能性引擎，促进体育产业提质进

位。
4 党领导我国未来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应对方

略

面对内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发展挑战以及新科

技革命带来的生产范式变革，加快推进我国体育产

业高质量转型升级势在必行。2020 年 9 月 22 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

会上提出“十四五”时期要科学研判体育发展面临

的新形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深化 改 革 创 新，不 断 开 创 体 育 事 业 发 展 新 局

面［19］。因此，对于体育产业未来高质量发展而言，

关键在于提升体育产业的创新能力，在创新过程中

实现产业的结构优化、效率提升和动力转换。具体

而言，要从以下 3 个方面发力。
4. 1 正确认识所处历史方位，主动对接重大战略部

署

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党

的历次重要会议、主要领导人在众多关键场合都对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主要任务和奋

斗目标等作了重大研判。当前，正处于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启的历

史交汇期。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瞻

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深入分析国

内外的复杂变化，作出了“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
的重要论断。由此可见，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体育强国新征程的关键时期，未来体育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要正确认识目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同

时，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立

足国内大循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是目前我国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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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时期改革发展任务情况下，就加快构建更高层

次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体

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而言，也要立足当前这个最大的

实际情况。首先，要充分认识到体育场馆是体育产

业有效发展的关键环节。体育竞赛表演业的兴旺和

体育健身业的转型都离不开体育场馆的有效支撑，

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场馆的智慧化转型升级［20］。
其次，要努力提升体育消费的需求。通过全民健身

战略的实施，培育有效消费群体，通过内需的扩大助

推体育产业的发展。同时，发挥国家体育消费试点

城市的作用，继续加强体育消费的政策创新与实践

创新。可以预见，随着体育消费升级步伐的加快，

“十四五”时期我国内需市场层次的持续提升将为

我国体育产业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发展提供更好

的新领域和新热点。最后，要大力实施“体育 +”行

动。通过体育与旅游、科技、文化、教育、养生、互联

网、影视、金融、制造等产业的有效融合，实现体育产

业边界的拓展，逐渐成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的

增长极。
4. 2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主导作用

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证明了政府与市场是

经济社会资源配置最为重要的两大主体，市场的“无

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构成了经济社会前行

的动力源和稳定器。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

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

十九大报告更进一步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服务作用。纵观我

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史，其动力源均来自政府与市场

之间关系的不断变革和完善，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

势。市场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和风险

机制自动调节社会力量投资兴办的体育产业。而政

府的“有形之手”则一直主动调控着体育产业的发

展方向，政府与市场共同推动了我国体育产业的发

展壮大。未来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要更多地发挥

市场的作用，政府则要做好服务工作，构建出制度优

势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21］。详而论

之，就是要在加强宏观调控和全面监管的前提下，充

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让市场来决定体育

产业资源的配置，以市场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

与体育产业多元发展。总之，未来体育产业高质量

发展需要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深化

体育领域“放管服”改革，进一步理顺党政部门与体

育市场主体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灵活的体育

发展机制。
4. 3 加快体育产业创新变革，实现新旧动能的快速

转换

无论从宏观经济格局，还是微观经济结构，创新

无处不在，成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一

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核心要素。可以预见，未

来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关键词就是“创新”，创新将

成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关键动力。对于新兴的

体育产业而言，在其初级阶段必将存在质量不高、效
益不好和不可持续等诸多不足。特别是当前经济下

行压力明显加大，体育产业也面临着传统动能驱动

薄弱、高端有效供给缺乏等挑战，加快体育产业结构

的优化升级显得尤为迫切［22］。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提到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企业

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这为我国

体育产业的创新变革指明了方向。由此可见，创新

是时代赋予体育产业发展的新机遇，更是我国体育

产业发展突破瓶颈的最佳选择。然而与众多发达国

家相比，我国的体育产业仍存在创新结构不合理、创
新服务体系不健全等明显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创新动能的有效释放。因此，未来高质量发展体

育产业要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业态创新和消费创

新等方面主动作为，从根本上提升体育产业的内核

竞争力，壮大其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从而全面激发

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潜能和活力。
5 结语

回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的沧桑巨变，可以发现不同时空“坐标系”下体育产

业发展的体制、内容和重点等各方面均具有显著的

差异，但同时各阶段的发展思路和逻辑又均以党的

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从而构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

体育产业发展道路和图景。当前，在党中央提出“六

稳”“六保”的经济工作背景下，我国体育产业面临

保市场主体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任务，更需要在党

的领导下主动对接重大战略部署、进一步发挥市场

主导作用和加快体育产业创新变革。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展望未来，我国体育产业成为国民支柱性产

业的发展任重而道远，需要党领导我们继续努力拼

搏、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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