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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优化与完善我国体育产业统计体系的研究
Research on Optimizing and Perfecting the Statistical 
System of Sports Industry in China

黄海燕*，徐开娟，曾鑫峰，刘蔚宇

HUANG Haiyan*，XU Kaijuan，ZENG Xinfeng，LIU Weiyu

摘 要：体育产业统计体系的完善与优化有助于理清体育产业发展结构与模式，引导产

业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在阐述体育产业统计的重要性、回顾体育产业统计发展历程和

工作成绩的基础上，梳理我国体育产业统计工作存在的问题，最后从7个方面提出完善

与优化我国体育产业统计体系的建议：1） 加强体育产业名录库建设；2） 完善体育产业

统计体系；3） 优化体育产业统计工作机制；4） 建立体育产业动态监测机制；5） 加强体育

产业统计信息化建设；6） 将体育消费调查纳入体育产业统计体系；7） 加强对体育产业

社会效益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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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rove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sports industry statistical system will help 
clarify the developmental structure and model of sports industry, and guide the industry to the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rough stating the importance of statistics in sports industry, 
and reviewingits developmental history and achievements, this studysorts out the existing prob-
lems in the statistical work of sports industry, and gives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and optimiz-
ing the statistical system of sports industry in seven aspects: 1)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atabase of sports industry; 2) Improving statistical system of sports industry; 3) Optimizing 
working mechanism of sports industry statistics; 4) Establishing dynamic monitoring mechanism 
of sports industry; 5) Strengthening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sports industry statistics; 6）
Adding investigation of sports consumption into statistical system of sports industry; 7）
Strengthening the statistics of social benefits of sports industry.
Keywords: sports industry; statistical system; directory database;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sta-
tistical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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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8日，国家统计局、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发布《2017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

模与增加值数据公告》，公告显示：2017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总产出）为2.2万亿元，

增加值为7 811亿元。从名义增长看，总产出比2016年增长15.7%，增加值增长了20.6%。

这是国家统计局、国家体育总局自2015年以来，连续第三年联合发布全国体育产业的核

心数据，也标志着我国体育产业统计体系建设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体育产业统计是

动态了解体育产业发展现状，科学规划产业发展方向，促进产业良性发展的重要基石，

是衡量产业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罗华敏，2005）。体育产业统计体系的全面与完

善有助于理清产业发展结构与模式，引导产业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自2006年国家体育

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牵头开展全国体育产业统计工作以来，我国体育产业统计工作已

经连续开展14年，体育产业统计体系逐步完善，形成了体育产业统计分类、指标体系、核

算方案等一系列阶段性的重要研究成果，获得了2006－2017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

增加值等核心指标数据。但是，体育产业统计是一项涉及面广、动态且复杂的系统工程，

必须随着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实际不断做出修正和完善。基于此，本文拟在当前我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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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结合当前我国体育产业统计工作

的实际，对进一步优化与完善我国体育产业统计体系进行

研究。

1 充分认识体育产业统计的重要性

体育产业统计是以各种科学的统计方法为手段，有针

对性的获取与体育产业经济现象有关的统计资料，对体育

产业经济现象进行描述和收集，获取置信度较高的，可以

客观反映体育产业总体规模、结构等核心指标的过程，是

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与基本保障。作为“五

大幸福产业”的重要内容，随着体育产业快速发展，其对于

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加快体育强国建设、引导健康积极生

活方式的作用日益凸显。体育产业统计逐渐成为明晰体

育产业发展动态、掌握体育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度、了解

体育产业发展潜力的重要依据。

1.1 客观反映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

作为快速崛起的新兴产业，近年来，体育产业对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机会等

方面的作用日趋显现（黄海燕，2018）。开展体育产业统计

有利于摸清我国体育产业的整体存量和阶段增量，为客观

反映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对社会经济的作用

提供科学、有力的数据支撑。通过不断完善体育产业统计

体系、优化体育产业统计工作，准确把握体育产业总体规

模、系统了解体育产业结构布局、全面摸清体育企业等市

场主体发展态势，为各级政府部门加强体育产业宏观管理、

研制促进体育产业发展政策规划做出强有力的数据支持，

努力提高体育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积极服务于我国

经济强国建设。

1.2 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指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实

现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效率最佳化和价值最大化三者

的有机统一。新时代背景下，推动体育产业向高质量发展

转变已经成为未来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黄

海燕 等，2018）。加强体育产业统计工作，客观真实地反映

体育产业的发展状况、预测体育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是

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对不同年份

长周期的统计数据的研究，有助于发现体育产业发展所处

的生命周期以及发展演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更科学有效

地为政府部门的管理决策与体育产业政策的出台提供有

针对性的建议。通过对全国各个地区体育产业统计数据

进行横向比较，有助于国家及各个区域以更加精准的高位

系统审视体育产业发展的方向、深度与宽度。

1.3  优化体育领域市场机制

体育产业统计以体育产业总规模、增加值等指标为核

心，对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接轨，

有助于体育产业进行横向、纵向的对比分析。体育产业统

计可以使体育产业管理者更加了解体育产业的发展阶段，

以及体育产业发展的成绩与不足，尤其关注“体育+”和“+

体育”等产业融合新领域，推进体育融入健康中国、精准扶

贫、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部署，有针对性的提升体育资源

配置效率。通过全面调查、典型调查、抽样调查等方法的

运用，可以清晰了解从事体育经营活动市场主体的情况，

引导政府重点支持“专、精、特、新”中小微体育企业发展，

积极培育民营体育“独角兽”企业和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

响力的领军企业集团（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18）。详

细的产业统计分类体系还有助于发掘体育产业的结构特

征，通过产业培育等方式，促进体育新空间的形成与发展，

引导体育产业集聚化、规模化发展。

2 我国体育产业统计发展历程

2.1 体育产业统计的起步阶段（1999－2005年）

在这一阶段，由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缺乏体育产业

统计资料和统计方法，我国没有进行全国性体育产业统计，

但有11个省份克服种种困难先后探索开展了体育产业统

计工作。各省份开展的体育产业统计大体上分为北京和

天津等为代表的体育局与统计局合作的方法，以及浙江、

广东等省份为代表的体育局和各省市企业调查大队合作

的方法（表1）。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我国各省市开展的体

育产业统计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首先，我国各省市开

展的体育产业统计工作属于专项的体育产业统计，按照

国民经济核算规范对一个国家的体育产业进行专项调查

这在全世界尚属首次。其次，各省份的体育产业统计工作

后，都发表了本地区的体育产业统计报告。这是我国第一

次发表从量的角度对我国体育产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

行描述的报告，基本准确地分析和描述了本地区体育产业

的总体规模、产业结构特征和带动就业的重要作用。此外，

我国体育产业统计在一定程度上对推动我国第三产业的

统计提供了重要的探索和实践经验。但与此同时，各省份

体育产业统计组织不完善、体育产业统计口径差别巨大、

体育产业统计指标体系及报表设计不完善等问题则较为

突出。

2.2  体育产业统计的探索和实践阶段（2006－2014年）

为全面、准确地把握体育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进一

步指导体育产业健康、有序发展，2006年5月，国家体育总

局、国家统计局共同牵头，开始首次全国性体育产业统计

工作，并将统计工作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研究阶段。专门

成立由国家体育总局、国家统计局及各相关单位领导组成

的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了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产业分

会牵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家体育总局信

息中心、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专家学者及各省市

体育局有关人员共同参与的总课题组；并设立了《我国体

育产业统计工作现状研究》《我国其他行业产业统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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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发达国家体育产业统计工作的研究》《体育及相关产业

分类研究》《体育及相关产业统计指标体系研究》及《体育

及相关产业统计实施方案研究》5个分课题。课题组对体

育产业的内涵和外延、体育产业统计指标体系、全国体育

产业统计实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

的研究成果，为实施全国体育产业统计工作、探索我国体

育产业统计工作的长效机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研究

基础上，国家统计局于2008年出台了《体育及相关产业分

类（试行）》（国统字〔2008〕79号），将体育产业分为体育

组织管理活动，体育场馆管理活动，体育健身休闲活动等

8个大类，24个中类和45个行业小类（张林 等，2008）。二

是具体实施阶段。本阶段对北京、江苏、浙江、福建、河南、

广东、重庆、四川、云南等16个省份展开了体育产业专项

调查，对调查所得的资料按增加值的核算方法获得了上

述省份2006、2007年的体育产业相关数据。三是测算阶段。

在16个省份体育产业数据以及国家统计部门现有资料的

基础上，运用科学合理的统计方法测算出了2006、2007年

全国体育产业的总产出、增加值和从业人员三大核心数据，

首次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整体情况做出了较为权威性

的描述。此次专项调查工作构建了我国体育产业统计指

标体系，初步建立了我国体育产业统计系统与工作制度，

为我国体育产业统计事业开辟了先河，同时为2015年第

二次全国体育产业专项调查的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

础。

表1    各省份开展体育产业统计情况

Table 1    List of Statistics on Sports Industry Conducted by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省份 报告年 实施调查年 调查方式

北京市 1999 年、2002 － 2004 年 2000、2002 － 2004 年 市体育局与统计局合作

广东省 2001 － 2002 年 2002 － 2003 年 省体育局与统计局牵头，其他部门配合

浙江省 1999 － 2000 年 2000 － 2001 年 省体育局与原省企业调查大队合作

辽宁省 2001 － 2002 年 2002 － 2003 年 省体育局与省企业调查大队合作

天津市 2001 － 2002 年 2002 － 2003 年 市体育局与统计局合作

重庆市 2001 － 2002 年 2002 － 2003 年 市体育局与统计局合作

四川省 2000 － 2001 年 2001 － 2002 年 省体育局与省企业调查大队合作

云南省 2000 － 2001 年 2001 － 2002 年 市体育局与统计局合作

内蒙古 2002 年、2003 － 2004 年 2003 年、2004 － 2005 年 区体育局与统计局及企调队合作

安徽省 2000 － 2001 年 2001 － 2002 年 省体育局与统计局和工商行政管理局合作

河北省 2005 年 2006 年 省体育局与统计局合作

注：浙江省分别在2002年和2003年对本省体育用品制造业和体育服务业进行了专门的统计调查；云南省在2004－2005年开展了文化

体育产业统计。

在国家体育总局的委托下，上海体育学院体育产业统

计工作小组结合国家统计年鉴、体育产业专项调查数据、

体育事业年鉴以及经济普查数据通过科学的推测算方法

得到了2008－2014年我国体育产业三大核心指标数据，

核算数据均得到国家统计局相关部门的审核和认可（安

俊英 等，2017）。我国体育产业核心指标数据的连续出台

为国务院颁布的46号文件中设定的到2025年我国体育产

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的目标提供了数据支撑，也让我们认

识到体育产业已逐步成长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促进社会

就业的重要载体。 

2.3  体育产业统计的完善和初见成效阶段（2015至今）

2014年国务院46号文件的颁布，为我国体育产业发

展带来新动能，为更好地满足体育产业快速崛起的需要，

及时掌握体育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新业态，相关部门着力

从以下4个方面完善体育产业统计：一是修订体育产业分

类。2015年，国家统计局在《体育及相关产业分类》基础

上，启动体育产业统计分类修订工作，同年出台《国家体

育产业统计分类》。此次分类将体育产业范围确定为体

育管理活动、体育竞赛表演活动、体育健身休闲活动、体

育场馆服务、体育中介服务等11个大类、37个中类、52个

小类（国家统计局 等，2015）。此次体育产业分类修订不

仅高度契合国务院 2014年 46号文件精神，也符合《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的指导思想和原则。2018年，国家统计局

再次对体育产业分类进行更新、完善，最新分类与以往相

比更为科学、系统，具体表现在：1）范围更广，内容更全，突

出现阶段我国体育活动的特点和体育实际发展现状，兼

顾与体育相关的上下游产业及新兴产业；2）注重设置“体

育+”等融合业态指标，关注体育与旅游、教育、文创等产

业的融合；3）注重体育产业链的全面与完整，同时考虑生

产与消费双向指标设计。二是建设全国体育产业机构名

录库。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全国经济普查机构名录库，体育、

统计、工商多部门行政记录等途径，建立全国主营体育类

单位名录。2015年至今，每年对名录库进行维护更新，目

前已形成2015、2016、2017三年全国体育产业机构名录库。

三是开展体育产业专项调查。2016年，由国家体育总局

牵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第二次体育产业专项调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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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体育产业专项调查相比，本次调查的范围更加全

面、内容更为充实、方法更为科学合理。在专项调查的基

础上，国家统计局核算司参照国民经济核算方案，结合相

关统计数据，每年对体育产业总规模、增加值等指标进行

核算，现已对外发布2015－2017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

及增加值等核心数据公告。四是探索实施体育消费调查。

目前，上海、江苏等省份已经开始启动体育消费调查工作。

例如，上海从2016年起就每年开展体育消费调查，为上海

市制定体育产业发展规划及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数据支

持。国家体育总局也正在着手开展全国性体育消费调查

的研究工作，旨在对全国城乡居民的体育消费总量、结构

以及体育消费习惯进行调查，建立城乡居民体育消费信

息数据库，掌握全国居民体育消费的形态、特点和发展趋

势。此外，这一阶段很多地方结合实际，开展了诸多体育

产业统计有益的尝试，如上海、浙江、湖北等省份体育部

门与税务、统计、工商等部门合作建立数据共享机制；江苏、

安徽等省市通过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解决基层统计力

量不足等困难。

3 我国体育产业统计数据分析

自 2006年开始，国家体育总局、国家统计局共同组

织开展了全国体育产业统计，获取了 2006－2017年我国

体育产业总规模、增加值等核心数据，为系统、权威描述

和分析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情况提供了有力支撑。统计数

据显示：2006－ 2017年，体育产业增加值整体呈上升态

势，2006年体育产业增加值为982.89亿元，占当年国民生

产总值的比重 0.46%；2017年实现增加值 7 811.40亿元，

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1.0%。与 2006年相比，

2017年体育产业增加值涨幅高达694.7%，年均增长率为

20.7%（未扣除价格因素）。体育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远

远高于GDP增速，显示出体育产业作为迅速崛起的朝阳

产业，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着力点（图1）。

图1    2006－2017年中国体育产业增加值走势

Figure 1.    Trends in the Added Value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 in 2006－2017 (单位：亿元)

此外，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2006年全国

体育产业各业态增加值构成为：体育服务业占24.9%，体育

制造业占71.7%，体育建筑业占33.17%；2017年全国体育产

业各业态增加值构成为：体育服务业占56.9%，体育制造业

占41.8%，体育建筑业占1.3%。总体而言，2006－2017年，

我国体育服务业占体育产业比重逐步增大，体育制造业和

体育建筑业所占比例下降明显，客观反映出产业内部基本

结构向合理化变动走势，我国体育产业结构日趋优化（表2）。

表2    2006－2017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

                                                          Table 2     Value Added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 from 2006 to 2017                                       （单位：亿元）

类别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体育服务业 244.60 322.50 416.75 534.26 652.71 892.06 1 085.11 1 215.12 1 357.17 2 703.70 3 560.70 4 448.70

体育制造业 705.12 898.10 1 088.31 1 224.23 1 472.03 1 673.03 1 920.43 2 189.57 2 546.99 2 755.50 2 863.70 3 264.60

体育建筑业 33.17 44.63 49.61 77.44 95.38 123.97 130.41 159.00 136.82 35.30 50.30 97.80

从分业态来看，体育服务业是体育产业的核心，其 发展程度是研判体育产业发展是否成熟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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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作为最具体育特征的产业门类，体育服务业直接

影响和关系到体育产业发展的全生命周期（黄海燕 等，

2016）。2006年－ 2017年我国体育服务业增加值由 2006

年的244.60亿元增至2017年的4 448.70亿元，12年间，体

育服务业在体育产业增加值中所占比重已经由2006年的

24.9%上升至57.0%，增加了30多个百分点，占体育产业比

重不断增加，产业结构向好。从年增长率来看，2015年增

长率高达99.2%，服务业增加值几近倍增，2016与2017年

也保持快速增长势头，究其原因：一是政策驱动，自《国务

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

等一系列产业政策相关文件颁布以来，体育总局联合相

关部门研制印发的水上、航空、山地户外、汽摩等运动项

目产业发展规划，使得体育产业的服务和供给不断丰富；

二是放管服改革，2015年以来，各级体育部门大力推动放

管服改革，减少、简化赛事审批，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

以上海为例，近几年办赛质量、数量不断提升，平均每年

举办全国性以上体育赛事 160余次，其中国际性赛事占

40%；三是社会需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必然促进

居民对体育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刺激体育服务市

场迅速壮大（图2）。

图2    2006－2017年中国体育服务业增加值走势

Figure 2.    Trends in the Added Value of China’s Sports ServiceIndustry in 2006－2017（单位：亿元）

2006－2017年，体育制造业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产业

增加值从 2006年的 705.12亿元增长到 2017年的 3 264.60

亿元（图3）。受宏观经济环境和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等多

方面因素影响，我国体育建筑业增加值较小，年增长率呈

现先增后降再回升态势，从 2006年的 33.17亿元增长到

2017年的97.80亿元（图4）（张建辉 等，2017）。

图3    2006－2017年中国体育制造业增加值走势

Figure 3.    Trends in the Added Value of China’s Sport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2006－2017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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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06－2017年中国体育建筑业增加值走势

Figure 4.    Trends in the Added Value of China’s Sports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2006－2017 （单位：亿元）

 

4 体育产业统计存在的问题

4.1 统计口径不明确

一是统计概念模糊不清晰。从国家的层面来看，虽然

目前《国家体育产业统计分类》给体育产业赋予了精准的

定义，但是对中小类分类有关的核心概念依然界定模糊（张

岩，2002）。例如，其他与体育相关服务大类下的体育旅游

活动，本身对体育旅游目前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对这类

行业的统计口径就无法做到十分明确，从而给统计工作的

执行带来一定的困难。二是统计对象口径不一致。2015

年开展的全国体育产业专项调查，调查对象均为行业范围

内的法人单位，而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均不在调查

范围之列，但事实表明，我国兼营体育产业活动的单位比

重较大，虽然在专项调查过程中对部分体育产业类别利用

抽样调查或典型调查的方法进行了占比测算，但仍有一大

部分兼营体育产业活动的单位遗漏。同时，各省份开展的

体育产业统计在调查对象上也存在一定差异，例如，湖北

省将个体经营户纳入调查对象，而上海市未将个体经营户

纳入调查对象，安徽省2017年以前是以法人单位为调查

对象，2017年开始则以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为调查对象。

因此，为了能更全面完整地反映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现状，

将体育产业的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也作为统计对

象是体育产业统计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4.2 统计指标较为单一

一是价值量指标较为单一。目前我国体育产业的统

计体系主要是以体育产业增加值为核心价值量所构建的，

但是仅依据增加值和总规模两个价值量指标无法整体反

映产业的发展面貌（解学芳，2017），应加入其他相关价值

量指标如体育机构营业收入等，从而形成一套以产业增加

值为核心的多维度、多层次的价值量指标体系。二是对实

物量指标的统计关注较少。虽然价值量指标能够将不同

体育产品的价值量累加，更好地反映体育产业发展的整

体态势，但是实物量指标更能体现体育产业中某一具体

方面的实际状况，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因此，应该

适当加入体育场馆数、体育赛事活动、体育产业从业人员、

体育消费等实物量指标，从而更加具体地反映体育市场基

础的现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体育产业统计体系（林显鹏，

2000）。三是缺乏运动项目的统计指标。目前我国体育产

业的统计指标是在产业业态的基础上构建的，缺乏对具体

运动项目如足球、马拉松等产业状况的统计，而运动项目

产业是体育产业的核心，加强对运动项目产业的统计将有

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体育产业的发展态势。

4.3  统计数据公开滞后

一是国家层面的体育产业数据相对滞后（陈晓峰，

2016）。国家统计局和体育总局联合发布的国家体育产业

总规模与增加值数据公告是反映我国体育产业规模、产业

结构和增长速率的重要数据支撑，但是当年的公告通常要

到第三年才能公布，无法呈现当年体育产业的发展状态，

侧面反映出我国体育产业统计现存周期较长、时效性不足

的问题，从而导致数据无法及时体现体育产业最新的发展

状况、发展态势以及存在的问题。二是省域层面上部分省

份体育产业相关数据的发布也存在一定时滞性，如湖南、

山西、山东等省份的体育产业相关数据均是在第三年发布。

随着体育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不断融合，跨界合作日益

频繁，体育产业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给体育产业的统计工

作带来新的挑战，体育产业统计如果不及时与最新的产业

动态同步，统计数据背后所蕴含的发展趋势和研究价值也

会相应减弱。

4.4 统计数据公开内容有限

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省域层面，数据报告的内容主要

是体育管理活动、体育竞赛表演活动、体育健身休闲活动、

体育场馆服务等11大类的总规模和增加值，缺少对细分

行业数据的公开，比如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大类下的互联

网体育服务、其他与体育相关服务大类下的体育旅游活动

等，若这类中小类行业的数据得到公开，对于体育产业分

析无疑更具有针对性，将有助于更加精确地把握互联网+

体育、体育旅游等各类细分行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4.5 统计数据可比性差

从时间上的纵向比较来看，由于2008－2014年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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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统计依据的是2008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体育总局颁

布的《体育及相关产业分类（试行）》，而2015年至今，产

业统计的依据则是2015年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国家体育

产业统计分类》，新版分类在大类上由8类增加至11类，增

添了体育竞赛表演活动、体育培训与教育等专项统计的内

容，同时在第二、三层次的分类上，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

的名称调整、新增类别等改动也较多（秦强，2018），使得体

育产业的统计数据在2015年出现断层，前后统计标准的

不一致使得统计数据在时间上的纵向比较显得较为困难，

5年的延续性数据和10年的延续性数据在体现产业演进

过程方面显然存在着较大差异。

4.6 统计数据质量不高

一是综合性企业体育板块相关数据较为困难。近几

年外界资本迅速涌入体育产业，一些综合性的大型企业

也开始大力发展体育业务。但是这些大型企业的财务报

表中往往不会将体育板块的内容单列出来，使得所获得

的数据准确性降低。二是统计人员从业素质有待加强。

由于体育产业基层统计人员的紧缺，一人身兼数职的状

况较为普遍。这就导致部分基层统计人员对体育产业的

了解不够深入，而体育产业又横跨二、三两个产业，所涉

及的相关产业和部门繁杂，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统计数据

的精细化和准确度（王先亮 等，2017）。三是对数据质量

的控制不严。目前我国还尚未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体

育产业统计监管体系，没有形成有效的统计工作的反馈

机制，同时执行层面上又缺乏相应的监管，导致国家层面

上对统计数据的把控力度不够，使得部分省份的数据质

量存在一定问题。

5 优化与完善我国体育产业统计的建议

5.1 加强体育产业名录库建设

名录库建设是开展体育产业专项调查和重点行业动

态监测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无名录库的支撑，体育

产业统计则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通过体育产业名录库，

可以真实反映体育产业的单位数量、产业结构、变化态势、

区域分布等，进而明确体育产业调查各类表式，从源头提

高产业数据的信度和效度，保证体育产业专项调查和重点

行业动态监测顺利开展的基础。目前我国正在开展第四

次全国经济普查，以此为契机更新并完善体育产业名录

库来夯实统计工作的基础，便于深层次挖掘体育产业“内

涵”，为体育产业政策及规划制定、各地区产业工作绩效评

定提供更加科学、详实的数据支撑。

5.2 完善体育产业统计体系

一是完善体育产业分类体系。紧密结合“体育+”与“+

体育”的发展趋势，积极响应体育新业态的拓展，关注体育

产业统计框架中体育与旅游、金融、科技、互联网、文创、传

媒等融合业态，不断完善体育产业统计分类体系。二是完

善体育产业指标体系。在保持以产业增加值为核心的指

标体系的基础上，以体育市场的基本构成为选定依据，合

理添加相应的实物量指标，尤其是反映运动项目产业发展

的相关指标，构建较为完善的实物量指标的统计框架。此

外，还要尤其关注大型体育赛事对相关产业的拉动效应，

增加能够客观反映体育产业综合贡献的指标。三是完善

体育产业统计口径。进一步明确对中小类行业核心概念

的界定，加快完善体育产业11大业态下细分行业的概念

体系，尤其要对产业融合度较高的子行业予以甄别，以形

成较为统一的统计标准；此外，要进一步明确体育产业的

统计对象口径，确保统计口径的统一性和稳定性，提高统

计结果的可比性。

5.3 优化体育产业统计工作机制

体育产业作为为社会公众提供体育服务和产品的活

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已经超出体育

部门管理范畴。为此，体育产业统计调查方案、核算方法

以及核算结果需要且必须得到统计局的支持和认可。为

较为全面、系统的开展产业统计工作，保证产业统计体系

的稳定性与规范化，必须要与统计、工商、民政、税务、发改

等相关部门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形成联合工作机制，相

互间落实职责、明确分工，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统计流程

与渠道，建立信息沟通与资源共享平台或渠道，定期组织

多部门联席会议不断跟进数据的统计进度，保持工作机制

与实际工作需求之间的平衡以构建长期战略合作的关系，

从而优化现有的统计工作及协调机制，确保多部门合作能

减少摩擦、高效率开展工作，为体育产业发展持续提供全

面系统、真实可靠的统计信息和服务。

5.4 建立体育产业动态监测机制

建立健全体育产业动态监测机制是开展体育产业统

计工作、周期性获取产业数据的有力保障。目前我国体育

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时代，需引导体育竞赛表演、体育健身

休闲、体育中介等重点业态良性发展，实现体育产业结构

不断优化，永葆体育产业生命力。首先，要积极推进产业

统计多部门合作模式，保证统计数据的实时获取与动态

更新，优化体育产业数据的获取方法，提高我国体育产业

统计数据的时效性，统计数据公开要及时、有效，可在每年

公布相关核心数据的基础上，缩短统计数据的公布周期，

比如每年的7月和次年1月以半年报的形式公布体育产业

发展动态数据，紧跟体育产业发展步伐，及时反映体育产

业发展态势。其次，通过引入大数据等多种数据处理手段，

例如将体育产业数据库与银行、互联网平台、税务、市场监

管部门以及相关财务部门进行对接，搭建体育产业动态实

时监测系统，以便能更加迅速和准确地了解市场资源的配

置情况，进而大幅提升体育资源市场配置的效率。

5.5  加强体育产业统计信息化建设

加快推进体育产业统计的信息化，不但能够减小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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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操作所导致的数据处理不当和逻辑性差错，降低数据

质量粗糙的风险，更有利于对体育产业统计所取得的数据

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便于编制体育产业发展报告，建立

体育产业主要门类的定期统计快报，逐步完善体育产业统

计信息的对外发布和重大信息披露制度，实行体育产业统

计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为促进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

5.6 将体育消费调查纳入体育产业统计体系

体育消费是体育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为此，

要将体育消费调查纳入我国体育产业统计。通过消费者

关注途径偏好、购买方式偏好等行为状况，有针对性的为

重点消费人群提供体育服务，例如，根据青少年的兴趣取

向提供特定运动项目的培训服务、提供受中产阶层欢迎的

高尔夫、冰雪、汽摩等时尚运动项目服务、发挥体育与康养

在老年人慢病防治、健康促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对

体育培训、体育赛事、体育信息消费、体育用品销售等方面

的调查，引导市场主体有针对性提供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

体育产品，引导体育产业转型升级，为各级体育行政管理

部门制定财税、土地、人才等政策上的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5.7  加强对体育产业社会效益的统计

体育产业不仅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国民经济增

长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也在提高国民身体素质、丰富居

民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体育产业统

计工作在反映体育产业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应同时将体育

产业社会效益的统计纳入其中。当前《国家体育产业统

计分类》主要通过产业总规模和增加值等指标描述体育

产业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对体育产业社会效益的测量。为

此，应在现有的体育产业统计框架下，从体育产品参与体

验性强、对健康具有促进作用的角度出发，以体育消费者

为主体，从体育参与意识、个人健康状况提升等维度入手，

通过增加社会调查不断收集数据，逐步形成较为完整的体

育产业社会效益统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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