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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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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职业体育有所担当、有所作为，更需要其高质量发展。结合体育

强国建设进程，对近 30年我国职业体育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回顾，揭示其当前发展困境，把握其运行逻辑和发展路向，

提出实践策略。研究认为，内嵌于体育强国建设进程，我国职业体育发展存在“单军突进”倾向，面临发展不充分和较

为突出的供需矛盾，需要借助以内涵建设为核心的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予以化解。我国职业体育的高质量发展主要

体现在竞赛产品、行业结构、赛事布局的高质量以及发展路径的节约化上。实现策略方面，宜结合新时代要求，从转

变发展定位、把握重点环节、理顺多方关系、推进体制创新等环节入手，在明确中国特色职业体育发展导向的基础上，

强化我国职业体育竞争力、支撑力、持续力的提升，以促进其高质量发展目标的达成，实现推动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

的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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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2 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体育

强国建设纲要的通知》，科学规划了新时代中国体育高质

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与战略任务，即体育强国建设。体育

强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

育产业等众多领域，需要站在服务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

需求的层面解决多元问题，其中职业体育作为勾连甚广

的领域需要有所作为。经历近 30 年的发展，中国职业体

育赛事体系基本成型，国内、外影响力不断彰显，伴随管

办分离与协会改革的深入推进，以足球、篮球为代表的中

国职业体育已开始从行业管理向社会管理转变，进而从

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或者说，新时代中国职业体

育改革发展的核心工作从追求体系建构的粗放式发展，

转变为强调内涵提升的高质量发展，以更好适应新时代

发展需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要和体育强国建

设需求。当然，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我国职业体

育高质量发展问题需要有基点，需要探解当前存在哪些

问题。只有清楚了当前的现实困境，把握发展路向，才能

有的放矢地进行相应体制与机制改革，进而提升中国职

业体育发展水平，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实现推动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责任担当。

1 我国职业体育发展特征辨识

1.1 中国职业体育的源起与发展内嵌于体育强国建设进程

“体育强国”的提出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1983 年

原国家体委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

面的请示》，正式提出要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世

界体育强国之一’的目标”（仇军 等，2016）。当然，作为后

发的尚处于发展之中的中国体育，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

“如何在‘处处不如人’的条件下还得比人家增长得更快”

（樊纲，2004）。要实现这一愿想，就要客观分析我国体育

的现实，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相对成熟的发展经验和发

展举措。

源起上，职业体育是竞技体育组织专业化发展的结

果。作为一种以竞技体育俱乐部为运行主体的组织方

式，可以追溯至 17 世纪西方社会赛马等俱乐部的成立；而

作为一种具有明显商业化性质的竞技体育运行样态，则

是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体系化的竞技体育赛事赚钱效

应的出现催生了这一实践。随后，经历了不断积淀的西

方职业体育形成了独特的运行体系和治理结构，并伴随

全球化的历程影响着世界体育的发展，成为当代体育极

其显性的运行模式。高水平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

管理团队及其培养体系，独特的运动竞赛和运作体系，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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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现代市场经济氛围和娱乐休闲型消费社会需求，对我

国体育社会化、市场化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体育发展是一个逐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伴随认

识深入而优化调整的过程，推进竞技体育职业化改革是

极为重要的举措。1992 年，红山口会议的召开，以足球为

代表的竞技体育职业化改革议题正式走上历史舞台。实

践中，我国职业体育发展的基本条件相较于西方更为复

杂。从国家层面看，我国竞技体育职业化改革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同步性。在社会化、市场化初期，中

国职业体育发展的竞技体育条件相对较差，早期职业化

的项目，如足球、篮球等，国际竞争力和地位并不突出。

同时，沿承传统专业队体系，人才培养模式较为单一，相

关项目的群众基础较差。此外，我国职业体育发展的法

律、信用、舆论等外部环境并不理想，加上国内对于市场

经济模式、机制的认识不足以及相关市场规则、规范体系

不完善，增添了职业体育发展的不确定性和运行实践的

欠规范性，并造成职业体育市场主体交易成本居高不下。

在时机条件上，我国职业体育的源起与发展时逢西方体

育全球化加速推进阶段。在国际环境方面，我国是后入

者、是弱小者，在体育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发言权不够，

无法在国际市场交易环节中获得有效话语权。国外先发

职业体育的资源禀赋、模式机制等方面的优势，在为我国

提供参照的同时往往成为我国职业体育有序发展的约束

条件，并在一定程度上压制我国职业体育的发展。

伴随我国体育体育事业的有序推进，竞技体育、群众

体育、体育产业等领域取得了骄人成绩。顺应之，中国职

业体育也走上了较为正态的发展演化路径，取得了显著

成效。首先，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建设、联赛建设和运营

机制体制初步成型。以中超、中职篮为代表的中国职业

体育，已经完成了俱乐部的法人实体化改造，职业俱乐部

成为遵循市场原则、按照市场要求自主运营、自负盈亏的

社会组织。2015 年 11 月，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上市

成功，标志着中国职业体育俱乐部建设与世界顶级俱乐

部全面接轨。同时，职业联赛体系基本搭建完成。2004

年中国足球超级联赛（CSL）、2005 年中国男子篮球职业

联赛（CBA）以及 2017 年中国排球超级联赛（CVL）的先后

推出，中国职业体育联赛在赛制、赛程方面实现了联赛模

式的跨越式发展，而涉及中超、中甲、中乙及地区性联赛

的较为完整的职业足球联赛体系的形成则预示着中国职

业联赛组织和运营体系的基本成型。伴随管办分离以及

随后足球、篮球等单项协会的实体化、社会化改革落地，

与职业体育发展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建设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其次，我国职业体育竞赛水平不断提升，

消费群体不断扩大，市场开发能力不断改善。竞赛水平

的高低是职业体育的生命线，直接关乎消费市场的规模

与质量。从 1994 年开始，我国职业联赛尝试多种举措（如

引入优秀外援等）提升联赛水平和质量，并带来了消费群

体的不断扩大。以中超联赛为例，自推出伊始其消费规

模即始终处于上升通道，场均上座率在 2011 年开始成为

亚洲第一，从 2015 年上升为世界第 6（图 1）。与此同时，

我国职业体育联赛的市场开发能力不断改善，联赛赚钱

效应不断提高，如中国足球联赛的冠名费从 1994 年的 120

万美元，到 2018—2022 赛季的 5 年 10 亿元，增长了 20 倍。

而德勤《中超联赛——2018 商业价值评估白皮书》报告显

示，2018 年中超版权价格达到 10 年 110 亿元，与此同时，

中超联赛赞助收入在过去 15 年年复合增长超过 30%，

2018 年总赞助金额达到 4.65 亿元。此外，伴随中国职业

体育发展，产业链条不断延展，中介体系、服务体系不断

完善，职业体育对我国体育产业和国民经济的贡献度不

断提升，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诚如江小娟（2018a）

所强调的那样，“‘比赛’确实创造了 GDP，而且还将高速

增长创造更多”。

从另一层面看，作为我国体育领域改革的试点，职业

体育改革实践具有很强的本土化特质。

1）采用从单项突破到综合改革、从易到难的探索式

改革发展思路，如选择足球、篮球等有代表性的项目进行

试点，探索改革路径，总结形成改革经验。实施思路则是

首先通过联办形式成立俱乐部建立职业联赛，然后进行

职业俱乐部企业实体化改革，接着围绕建立职业体育运

行体制的总目标进行统筹规划，探索式推进综合改革。

同时，这种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推进的思路也

反映在专项改革之中。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即首先在北

京、上海、大连等 11 个城市率先进行，待到相关实践取得

经验后再全国推广。在职业足球运动员市场建设方面，

即经过“顺序申报制（1998 年）、顺序摘牌制（1999—2000

年）、倒摘牌制（2001—2002 年）、自由摘牌与倒摘牌相结

合制（2003—2004 年）、自由摘牌制（2005—2008 年）”等尝

试（雷振，2013），逐步建立涉及注册转会制度、准入制度、

仲裁制度等的制度体系，最终形成较为完备的中国职业

球员市场。总体上，正是这样一种思路保证了中国职业

图1 中超联赛场均上座率统计（2004—2018年）

Figure 1. Statistics of Average Attendance in

Chinese Super League

注：数据整理自中国足球协会（中超公司）公布的数据，纵轴单位为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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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改革发展的可持续性和低波动性。

2）践行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需求导向”、“市场取

向”的逐级目标优化改革理念。中国体育改革不同于西

方，前期没有可资借鉴的先例可循，其发展历程贯穿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中。而“中国的改革

一般被认为是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或者说转型”（张维

迎，2010），本身就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实践。

内嵌于宏观经济社会背景，我国职业体育改革也带有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内在规定性，秉持谨慎态度，摸索

前行。在《中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1992 体足协字

110 号）中即强调“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有一个过程，经过

若干年的努力，我国足球俱乐部必将发展起来。在相当

时间内俱乐部和其他组织形式并存，这对整个足球事业

的发展将起到促进作用”。在《关于建立和逐步完善足球

俱乐部体制的实施方案》（1992 体足协字 113 号）中则指出

“足球界应把握时机，首先迈出关键的几步，……。建立

足球俱乐部是当务之急”。而随着改革的深入，职业体育

赚钱效应、社会效益逐渐体现出来，加之市场主体不断形

成，增加市场要素、建构切合市场运行的规则体系和治理

机制成为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必然选择。在实践中，逐步

明确职业体育市场化改革目标，按照市场要求进行制度

创新，充分发挥市场的主体地位。如早期的中国足球职

业联赛的建立更多是一种尝试，中超公司的成立则意味

着市场化取向的目标转变，而管办分离的实践以及中国

足球协会去行政化的落地则进一步明确了职业足球市场

化发展目标。

3）重视政府力量的持续作用，遵从“边发展、边治理”

的分阶段、问题导向型推进实践路径。实践中的政府、市

场、社会之间关系重塑，是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核心议

题，也是关系体育强国建设成效的关键。事实上，工业革

命后，经济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协调优化政府

与市场关系的历程。跳出传统农业社会，工业化大生产

的发展开启了政府角色重塑的实践，从亚当斯密的守夜

人，到市场失灵中政府作用（凯恩斯主义），再到新自由主

义的兴起。当然，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政府的作用不限于

填补市场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以及解决市场失灵的

范畴，政府在扭转产业弱势、实现竞争地位等方面的作用

尤为重要。日本等国家的快速发展，乃至我国经济社会

快速提升的实践已然证明政府在国家产业发展中的巨大

推动力。对于我国职业体育而言，政府的作用不限于上

述范畴。我国体育的发展不能单单依靠市场或社会力量

来达成，而必须依赖一个更强的动员与组织主体，这个主

体自然非政府莫属。这不仅因为市场力量或社会力量的

自然演化效能不足，更为关键的是后发的中国体育，内部

存在众多需要协同与解决的问题。同时，在全球体育竞

争环境中，中国体育无法孤立发展，必须在西方主导的不

平等秩序中推进，而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一个国家

或政府力量出面动员协调、组织实施。依赖政府力量对

原有专业队进行社会化改造，推行俱乐部制，搭建起职业

体育联赛，我国职业体育快速高效的实现了“从无到有”。

从联赛体制建构、职业运动员“调拨”，再到职业体育市场

架构，宏观、微观层面都离不开政府行政力量的身影。当

然，对于一个市场化趋向明确的职业化改革而言，政府行

政主导推动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政府行政力量的过度介

入，往往会引致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之间的隔阂，政府

行政机制的局限性逐级暴露出来。而与此同时，随着职

业体育市场体系的完善，社会资本的力量开始显现出来，

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化解政府问题，成为引领我国职业

体育快速发展的动力源泉。但是社会资本进来以后，资

本天然的逐利性又会造成供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职业

体育的投资逐利生产与社会大众需求之间呈现了不协

调，并成为阻碍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困境，驱动新一轮

的改革。总体来说，逐级推进、分类解决问题的实践方

式，在保障职业体育发展平稳性的同时，顺应了我国经济

体制改革的节奏，有利于激发我国职业体育持续改进的

动能。

1.2 我国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困境探析

我国职业体育选择了区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推进机

制，从建立职业俱乐部、职业联赛等微观领域开始，逐级

推进各类要素市场的改革与建立，破除旧体制和建立新

体制并行推进，形成微观与宏观互动，并有效对接体育行

政管理体制和国家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作为一种转轨建

构实践，我国职业体育内嵌于特定的体育变迁发展实践

中，除了需要解决符合职业体育一般特征的基础性建构

问题，还需解决转型发展所衍生出的具有中国特殊性的

发展问题。或者说，我们不仅需要遵循职业体育一般范

式搭建职业体育运营平台、完善相关内部构件、处理市场

运营问题，更要立足中国转轨实践，解决中国问题。事实

上，对于前者而言，在全球化的当下，模仿学习即可能解

决；而后者，则更为复杂，对中国职业体育的影响尤甚。

因为这不仅与中国发展传统相关，还与当前所处国际环

境密切关联，而且作为后发的转轨样态，不充分不均衡发

展问题往往伴生其间，作用与影响极大。

回溯中国职业体育近 30 年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

为发动与开局、建立新体制、全面深化改革 3 个阶段（图

2）。时间上，第 1 阶段始于 1992 年红山口会议，止于 2004

年中超委员会（后更名为“中超联赛股份公司”）成立，着

重解决了联赛体系、俱乐部体制及资源要素市场的架构

问题，初步形成以政府调控为主的职业体育运行机制；第

2 阶段则着力于联赛体系的完善、运行机制的市场化建构

和社会资本参与的激发，伴随 2015 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

总体方案》的出台以及中国足球协会去行政化的实施，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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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这一阶段基本完成；我国职业体育正处于第 3 阶段，全

面深化改革、谋求高质量发展是这一阶段的根本任务。

从机制依赖方面看，我国职业体育改革的动力机制经历

着一系列变迁。源起上，我国职业体育离不开政府力量，

是行政干预的产物，并依赖政府的力量建立了联赛、俱乐

部以及相应的市场。待到市场逐渐完善后，政策效应引

领下社会资本开始成为职业体育发展的动力源泉，资本

力量陆续进入，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职业体育发

展水准。随后，伴随国家经济社会改革的深入，特别是进

入新时代，我国职业体育开始关注需求，重视联赛和俱乐

部的社会价值提升和彰显，进入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重

点的改革阶段，其动力机制开始逐渐转向。与此同时，我

国职业体育发展目标也从单纯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利益的

专业队模式向着服务于经济利益、社会需求的职业体育

转型，从国家需求、投资者需求到社会、国家、市场需求变

迁。顺应体育强国建设，当前我国职业体育正处于从第 2

阶段向第 3 阶段的变迁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这样那样的

问题阻滞我国职业体育的高质量发展。

1）我国职业体育发展存在“单军突进”倾向，呈现逻

辑偏差和不适应性。西方职业体育是在业余体育的基础

上转化而来的。业余体育作为体育的一种运行样态，实

质上是一种有效的组织体系和人才培养供给体系。当经

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部分优秀运动员跳出业余，

走上了职业的道路。但在这种转变过程中，职业体育从

来没有打压业余体育的发展，而是形成了一种很好的激

励和引导作用，有效带动了业余体育水平的提升。也就

是说，职业体育虽然是“谈钱”的，但是其隶属于竞技体

育、根植于业余体育的本性没有改变，离开了高效有序的

后备人才供给体系，西方职业体育也就失去了根本。事

实上，在国际竞争激烈的当下，职业体育引领了竞技体育

的融合发展，蕴含着市场的全球化、资源的国际化、训练

的全球化、保障的一体化以及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

产业、体育文化的深度融合。西方职业体育的有序强势

发展，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

改变原有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格局，逐渐建构具有市场

经济制度特征的职业体育体制。我国职业体育发展的发

动与开局阶段更多是遵循理性建构主义理念，采用自上

而下的实践方式，由政府行政力量推动，待到时机成熟

后，围绕市场效用发挥开启密集的制度变迁，最后谋求形

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体育。这是我国职业体育发展演

化路径的内在规定性。脱胎于专业体育，是我国职业体

育与西方最大的不同。专业体育的内核是涉及国家、省、

市为主的三级专业运动队结构设置的竞训赛体系，它的

有序运行保证了我国竞技体育人才的有效供给，取得了

极其辉煌的成就。在中国，职业体育早期的发展更多是

相对专业体育而存在的，随着社会发展才增加了群众体

育的业余元素。由是，一旦单纯追求外在的经济性，忽视

背后的专业体育及其人才培养，我国职业体育难免失去

了支撑力。

当然，上述问题的产生可能还与我们存在发展逻辑上

的偏差有关。诚然，从产生时间上看，我国职业体育远远

落后于西方，是一个典型的后发者。作为后发者，如何看

待先发者首先值得考虑，接下来才有如何顺应性地发展

以及在此过程中评判自身发展、型塑自身特色。当前，有

关职业体育理论研究大多借用西方路径，特别重视对西

方职业体育理论体系的挖掘与梳理，涉及解决中国职业

体育问题的研究也往往遵循已有的西方职业体育原则、

理论进行中国化演绎推理和论证。这种过分外向的认识

图2 中国职业体育发展阶段、机制、特征

Figure 2. A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Development Stage，Mechanis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rofessional Spor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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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往往引致背离自身发展规律和发展现实背景的实

践。从服务体育强国建设角度看，中国职业体育改革发

展，在竞技体育方面需要解决国家竞赛与商业竞赛之间

的关系，重塑国家队与职业队之间人才供给机制、运营管

理隶属与协同治理问题；在商业运营层面，需要解决赛事

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重构赛事运营的主体依赖、

联赛与俱乐部产权关系问题；在全球化竞争层面，需要解

决中国职业体育的国际影响力、国际地位提升及与国际

先发赛事之间的关系，化解中国职业体育发展所面临的

不正当竞争、海外拓展问题。如此来看，虽然我们承认职

业体育内嵌于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之中，但是两者之间的

切合和勾连度还有待提升，职业体育与专业体育、群众体

育、体育产业之间协同发展的局面没有形成。

2）我国职业体育发展不充分，政府、市场、社会之间

关系不清且冲突时有发生。职业体育作为一种竞技体育

的商业化运行模式，市场竞争是其核心机制。职业体育

领域的资源配置、市场主体激励与约束，都要依赖市场竞

争来实现。当然，市场机制的作用离不开与政府行政机

制、社会需求机制的协同与配合，三者的协调有序是保证

职业体育健康运作的基础。如前文所述，政府行政力量

的长期存在是中国职业体育的重要特征。在明确市场化

趋向的前提下，从联赛创立到俱乐部企业化、联盟市场

化，再到管理机构社会化，众多重要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

府的力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一样，“政府找不到

自己的恰当位置”（雅诺什·科尔奈，2011）在一个尚待优

化的职业体育中也时有发生。政府或者过于积极，或者

过于消极，使得市场主体在应对市场风险的同时还必须

不断调适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仅增添职业体育改革发

展的风险，还影响了改革的正常进程。例如，运动项目管

理中心的成立作为顺应体育社会化、市场化改革的举措，

强化了以项目为主体的发展方式和资源调动能力，显然

是有利于职业体育发展的；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运动项

目管理中心逐渐转变成阻滞职业化推进的力量，需要借

助“管办分离”改革加以消解。

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不清晰，最为重要的是往往

引致我国职业体育市场主体地位作用不明显。从所有制

性质上看，我国职业体育目前更多表现为混合所有制特

征，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并存。从国外的理论与实践来

看，国家所有、混合所有、私人所有的职业体育联赛都是

存在的，且都有运营很好的例子。但中国职业体育现存

的混合所有制结构中，不仅存在资本权力上的不对称，还

存在利益取向上的巨大鸿沟。诚然，赞助商、电视转播权

等市场开发与运营活动是职业体育盈利的关键点，而青

训、基础设施建设等则是一个需要久久为功的投入点。

实践中，国家资本代表的利益与社会资本代表的利益之

间存在协同偏差，表现在可以赚钱盈利的领域如电视转

播权的分销、赞助商的谈判、职业联赛规模等方面，社会

资本想进入但是国家资本所代表的管理体制中的行政力

量却阻碍着其进入，相反对一些无法赚钱的领域，却又要

求社会资本进入。如此，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不仅造成

社会资本活力的缺失，甚至于投资热情的散失，还会影响

国有资本正常的活力激发，造成相互“扯皮”的现实困境，

压制市场主体的应有作用。同时，在混合所有制结构中，

“左手管右手”现象又往往会将问题的矛头引向政府（郑

永年，2016），于是又陷入“问题多发—政府介入—市场活

力不足—政策引导—市场失衡—问题多发”的循环网络。

在此背景下，市场主体的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自然无法有

效实现和确立，并引致职业体育发展中的协作机制效率

低下，发展效能减缓。

与此同时，职业体育市场规则的法制化水平及其适用

性也会成为问题。当前，我国职业体育在运行法规体系

建构方面已经积累形成了大量的法规制度，但是相关规

则更多基于职业体育管理便利或者促进职业体育发展立

场而生的，在落实环节中往往缺乏有效的手段，形成制度

虽多但效果不佳的局面。进一步讲，基于理性建构的中

国职业体育市场的法律、法规，还欠缺实践磨合和文化支

撑。此外，我国职业体育内部还存在多元化协同问题，如

青训方面，涉及俱乐部、学校、社会（机构）、政府协会（国

家队）等多元利益主体，如何协调就成为难题。职业体育

是竞技体育专业化发展的结果，让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

是职业体育发展的基本要求。在我国职业体育发展中，

逐渐让渡权利激活社会力量参与，策略上选择了多主体、

多形式的方式，以期达到“1+1 >2”的效果。在后备人才培

养方面，原有的依靠体校培养人才的模式逐渐瓦解，部分

体校变为社会培训机构进行青训，作为专业化发展应然

主体的职业俱乐部也有青训要求，需要建立一贯制的后

备人才培养体系，而各级中小学学校，特别是体育传统校

和点校，也有青训体系。但问题是，青训组织多了，它们

之间并未有效协同，各方责任不清，甚至出现体系之间互

换“充数”现象，严重影响后备人才培养效率。

3）我国职业体育面临较为突出的供需矛盾。我国职

业体育经历了以政府主导型驱动模式与社会资本投资型

驱动模式为样态的两个发展阶段，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也

累积了一定的风险。遵循经济社会演化观，生产的扩大

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或者说是消费需求带动的社会劳动

扩张的过程。而前期我国职业体育的发展背离了社会需

求拉动的一般规律，更多是按照政府意愿或资本逐利性

展开，其后果往往伴生供需错位。当然，这种供需错位不

仅仅是信息不对称、不完备所致。伴随《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0﹞22 号）、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

见》（国发﹝2014﹞46 号）等相关政策陆续出台，大力发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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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成为体育改革实践中的一个新亮

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职业体育的快速发展。但在

实践中，政策往往被市场所曲解，大量社会资本进入职业

体育领域，引致中国职业体育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即投资

人驱动阶段。投资驱动型发展，从源头上讲符合经济学

家的一般理路。在奥地利学派的语境中，企业家精神是

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因为“获取利润是企业家行为的唯

一动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2005）。在利润驱使下，

企业家会不断地创造性破坏，不断尝试各种资源、信息及

其组合方式，并承担创新的风险。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和

市场组合结构，更有效率，也更能满足社会需求（不仅在

量上，还在质上），产业升级由此产生。当然，企业家精神

的发挥在职业体育领域是有条件的。职业体育竞赛的优

劣离不开运动员竞技水平，而这又需通过运动员长期的

训练来达成。在运动员人力资本一定的背景下，投资驱

动的后果，更多是运动员人力资本的重新配置，而非是运

动员人力资源的挖掘与培育，结果往往会催生人力资本

的价格变化。近年来，我国职业运动员虚高的身价和薪

资即与此有关。进一步讲，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不可避

免的产生供需矛盾，要么是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要么

是内部资源要素配置之间的供需矛盾，抑或是国内供需

与国外供需之间的矛盾。更为关键的，是从政府行政驱

动而来的我国职业体育，前期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两者的叠加催生了当前我国职业

体育的发展困境。

从特征上看，中国职业体育现有的发展更多是追求工

具理性，实践中追求对俱乐部和联赛的控制，更多将目光

盯着联赛的产权上，力图通过资产（人、财、物等）投入获

得更多的利益分配权，而忽视联赛的社会价值以及扭曲

非权属性社会供需关系，这也就脱离了人们的体育竞赛

消费诉求，走向异化或过度物化的境地。随着我国经济

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升，社会大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伴生着消费需求的不断增加，并由此带动“职业

体育需求旺盛，潜力巨大”（江小涓，2018b）。随之，我国

职业体育赛事供给不足问题也凸现出来。以足球为例，

与北京经济总量相当的英国首都伦敦，拥有 13 家职业足

球俱乐部，平均 5.77 万人即拥有一家，而北京则仅有 4 家

职业足球俱乐部，平均 538.55 万人拥有一家。即便是不能

完整意义上以伦敦的人均俱乐部数量来类推北京的足球

俱乐部需求，但是 90 多倍的差距，多少意味着我国职业体

育供给的不充分。再看我国职业体育联赛的体系，一方

面，我国职业体育赛事数量整体偏少，分布不均匀。2018

赛季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中超、中甲、中乙）、中国职业篮

球联赛（CBA、NBL）、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男子）共计 113

家俱乐部中，有 69 家俱乐部分布于东部省份，中西部省份

相对较少，分别为 24 家和 20 家；且近 70% 的相关俱乐部

分布于所在省的省会城市，非省会城市相对较少，特别是

中西部地区。建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与社会

需求相适应的优质联赛结构，还有一定差距。另一方面，

过度重视顶级联赛培养而忽视基础铺垫赛事的培育，使

我国没有形成从业余联赛到地区联赛，再到全国次级联

赛，最后到全国性顶级联赛的自下而上金字塔式的赛事

体系，并导致两难的发展困境。一边是顶级联赛的支撑

体系不健全，赛事运作面临着孤立化；另一边则是顶级联

赛的拉动引领作用发挥不明显。由此可见，我国职业体

育不仅存在市场要素环节的供需失衡状况，还存在明显

的供给结构和水平问题。

1.3 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我国职业体育发展走向及

其目标体现

2017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

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作

为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的承继与开拓，是“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史丹 等，2018），是从模仿、跟随发展到

创新、超越发展的根本性变革。强调中国特色，解决中国

社会主要矛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这一阶段的根本任务。谋求高质

量发展、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从国家宏观经济角度看，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体现在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与增长动

力的转变方面，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

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习近平，2017）。

新时代，需要新担当、新作为，对于职业体育亦应如此。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为导向，新时代体育强

国建设需要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担当。近年出台的旨

在推进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的专门性或专项文件中，大多

包含职业体育的内容，涉及职业体育的建设目标、战略定

位、实践机理、优化方向等，并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国家

体育事业与职业体育作为整体与分支之间的关系，指明

了职业体育发展的目标任务（表 1）。

伴随体育强国建设进程，我国职业体育从无到有，再

到作为体育产业的一种样态存在，其背后动力与我国社

会需求（特别是体育需求）的变迁密切相关。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建设以及所带动的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和消费

需求多元化，需要提供更为多样化的体育竞赛产品与服

务。职业体育所带来的专业化、高水平、常态化的体育竞

赛产品能够更好满足人民的需要。这种基于需要满足的

特性，改写和优化了原有体育资源要素的组合方式，体育

的功能与价值随之多元化起来，并带动体育运作方式专

业化、优质化，产业升级由此发生。我国职业体育高质量

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才显得有意义、有价值。于

是，顺应新时代要求，回归职业体育本真价值，必须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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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理性增设前提——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为出发点，扭转职业体育本位主义、利益至上取向，将

职业体育赛事变成人民生活中的一份子，明确新时代职

业体育的服务面向。同时，要立足社会需求，从提升竞技

水平入手，切实提高中国职业联赛的观赛体验和社会影

响力，从模仿建设变为本土化、特色化再造，以更好适应

新时代发展的需要，走中国特色职业体育发展道路。由

此，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对我国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职业体育竞赛产品的高质量。顺应新时代要求，

回归职业体育本真价值，将职业体育赛事变成人民生活

中的一份子，形成体育消费习惯与内需层面的深层驱动

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自然需要我国

职业体育高水平发展，具有完备的产业链，提供高质量的

赛事产品。这种赛事产品不仅需与我国经济社会高质

量、高水平相一致，还需顺应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在

国际职业体育领域中有地位、有竞争优势。要积极为全

球相关国家的体育观赏需求提供可资选择的赛事，丰富

大众的业余生活。同时，要为许多像中国一样的职业体

育后发国提供一个快速、健康、有序发展的模板，这是一

个大国职业体育应有的责任担当。如此，我国职业体育

竞赛产品的高质量对内主要反映在与人民高质量需求相

吻合上，对外则体现在与大国相匹配的有影响力、有地

位上。

2）职业体育行业结构的高质量。中国现有的职业体

育赛事，多是在传统西方发展较好的项目，如足球、篮球、

排球等。相关项目大多面临着西方激烈竞争，发展难度

极大，市场话语权争夺激烈。为此，在强化传统项目职业

赛事发展的基础上，还需积极探索推进切合我国民众生

活的竞技项目职业化，如强化乒乓球、羽毛球等深受大众

喜爱的职业赛事发展，开拓新业态。同时，顺应人民对赛

事需求的多元化，还应补齐诸如冬季项目职业联赛等短

板，最终形成传统项目职业联赛丰富有竞争力，新型具有

中国特色的项目联赛强势，且无明显短板的职业体育赛

事结构。

3）职业体育赛事布局的高质量。一方面，以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为导向，兼顾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形成以一二线城市为主体、三四线城市为补充的中

国职业体育赛事布局体系；另一方面，在各个项目职业体

育赛事内部，形成顶级联赛引领、次级联赛铺垫、大众健

身赛事为基础的金字塔式赛事布局体系，释放赛事联动

活力，以更好满足社会需求。

4）职业体育发展路径的节约化。作为后发的职业体

育样态，发展与治理并存、国内与国外兼顾，如何少走弯

路、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成果，也应作为考察是否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指标所在。于是，遵循职业体育演化规律，与

我国体制、与我国社会大众需求相匹配的中国特色职业

体育发展道路成为需要。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汲取西

方职业体育的经验教训，还要善于总结过去近 30 年的发

展成绩和心得，找出适合中国的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

之路。

2 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推进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的

对策

2.1 把握重点环节，提升我国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竞争力

不同于西方自序演化发展样态，我国职业体育更多带

有建构主义色彩。建构主义在初始阶段具有明显的优

势，可以迅速的建构其基本的运行模式和运行机理，短期

表1 近年国家相关政策文件中职业体育的目标任务

Table 1 List of Goals and Tasks Related to Professional Sports in Relevant National Policy Documents in Recent Years

文件名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

意见》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

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

体方案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

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扩大旅游文化体育

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领域消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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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

通知》

职业体育目标任务（发展重点）

探索中国特色职业体育发展道路；拓宽体育发展渠道、扩大体育社会参与、发展大众体育；

促进规范健康发展，不断提高职业体育水平。

拓宽职业体育发展渠道，鼓励具备条件的运动项目走职业化道路。逐步提高职业体育的成

熟度和规范化水平。

改革完善职业足球俱乐部建设和运营模式：1）促进俱乐部健康稳定发展；2）优化俱乐部股

权结构；3）推动俱乐部形成合理的人才结构。

鼓励专业运动队、职业体育俱乐部定期组织教练员、运动员深入学校指导开展有关体育活

动。

以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联赛改革为带动，推进职业联赛改革，在重大节假日期间进一步

丰富各类体育赛事活动。

着力发展足球等职业联赛，鼓励网球等有条件的运动项目举办职业赛事。积极探索适应中

国国情和职业体育特点的职业运动员管理制度，推动实现俱乐部地域化。

鼓励具备条件的运动项目走职业化道路，培育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职业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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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明显，但是也存在一定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等问

题的存在，一方面，模仿别人搭的“台子”，是否存在水土

不服情况首先需要客观审视；另一方面，“台子”搭好以

后，要将“戏”唱得有水平、有竞争力，可以吸引全世界的

目光，还需要在内功上做文章。

为此，首先要搭建适合中国现实、有中国基础作为支

撑的“台子”。我国职业体育发展实践遵循“试点—铺开”

的推进路径，早期选择的项目，不论是足球、篮球都有西

方成熟的运行模式可资参考，现实中也大多学习了西方，

并使得我国职业体育赛事更多集中在一二线城市、且东

部城市为主的布局特征。这对于一个新创设的行业来

说，具有明显的经济性，但是与满足群众观赏需求的初衷

之间存在鸿沟。早期中国足球联赛冠名商缺失、上座率

不足等问题，多少说明了我国职业体育前期“搭台”过程

中存在建构主义理性的桎梏。职业体育是一种按照市场

方式运营的行业，其布局和结构选择的主角应该是市场，

是消费者（观众）。如此，放开市场准入的行政监控，转而

依靠市场准入制度进行“搭台”，成为决定其高质量发展

的先决条件。同时，赛事的供给也应放弃传统样式，依据

人民群众消费需求，明确职业体育作为一种赛事供给服

务主体，什么时候供给、供给什么、供给多少。如此，才能

搭建出适合中国人“口味”的职业体育“台子”，在满足需

求的基础上推进职业体育的发展。

其次，要有高素质的人才作为支撑。职业体育说白了

是竞技体育商业化的运行模式，竞赛水平的高低是其“生

命线”。或者说，是否具有高竞技能力的运动员是关键。

西方职业体育联赛，不论是北美四大职业体育联盟，还是

欧洲足球联赛，其高水平都是因为网罗了世界最顶级的

球员。我国职业体育联赛水平不高即与此有关，因此，让

“唱戏人”水平提升尤为关键。在吸引全世界最优秀人员

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自身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中国联赛

的后备人才培养质量，有了这个基础，喜爱与优秀运动员

为伍的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运动员才会来到中国的“舞

台”上，才会切实提升我国职业体育赛事的水平。

再次，有了好的“舞台”和“演员”后，还要有好的机

制，保障能够唱出高水平的“戏”。这就涉及良好的运营

与治理机制建设。从世界范围来看，职业体育赛事运营

方式存在多元化的特征，职业体育俱乐部也存在多样化

的产权结构，而它们有序运作的关键在于找到了与之配

套的治理体制与机制。如北美职业体育联盟，采用封闭

的职业联盟样态，与之配套的是公司事业部制的委托经

营方式，不仅保证了联盟整体利益最大化达成的可行性，

还使得治理成本大为节约。鉴于当前我国职业体育处于

转轨阶段，后续通过管办分离改革强化以单项协会为主

体的运营、治理体系建设可能更具经济性。为此，需进一

步推进协会改革，规范协会治理。政会脱钩以正当充分

发挥协会职能为导向，以协会能力培养为源头，以权责利

一致性为原则，将协会能干的事情给协会干，协会应该承

担的职能让协会承担，明确协会地位，推进协会管理能力

建设，规范协会在职业体育项目发展规划、项目推广、赛

事服务等方面的运作流程。同时，加强对协会的指导、监

督管理，建立政府与协会委托和购买服务制度，促进兼顾

国家队、职业联赛、职业俱乐部多方利益的协同机制，建

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会互动机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

色的职业体育管理与运行体制。

此外，强化对“观众”的引领也是必要的。回溯西方

职业体育发展的历程，可以清晰的发现：欧美国家职业体

育主体（俱乐部）往往扎根于城市社区，以满足市民观赏、

娱乐参与等为目的，以深受人们喜爱的、具有牢固群众基

础的运动项目竞赛为依托，以高水平运动竞赛为手段，在

勾连、对接城市社区体育的实践中形成独具特色的自我

生成系统，维系自身有序发展（张兵 等，2017）。而带有建

构色彩的中国职业体育，不论是政府主导推进阶段，还是

资本主导推进阶段，都没有有效实现职业体育赛事与城

市、与城市社区、与社会大众的勾连。于是，谋求高质量

发展的我国职业体育还需补齐这一课，回归城市、回归社

区、回归大众生活，找准自身的发展定位。需要指出的

是，在当前信息社会，网络覆盖的全面化也给职业体育深

入消费群体带来新的空间，即网络空间的平台建设显得

尤为重要，也尤为快捷。

2.2 理顺多方关系，型塑我国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支

撑力

作为后发的我国职业体育，由于其发展周期短、社会

影响力欠缺，在职业体育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发言权不

够，无法在市场交易环节中获得过多话语权。中国职业

体育竞技水平不高，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欠缺，加之运营经

验不足，运营方式上存在需要改进之处，无法对我国职业

体育有序高质量发展提供足够的支撑力。中国职业体育

相关问题与中国职业体育发展方式关系密切，因为不论

是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还是社会资本投资型发展模式，

都带有某种片面性，导致政府、市场、社会之间脱节。摆

脱当前发展困境，需要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社会消费驱动

型发展方式，遵循供需逻辑，重视职业体育内涵建设，促

进我国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表 2）。

在中国职业体育不同发展阶段，相关主体的功能也发

生着明显的转变，特别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职业体育

发展方式的转变，必然涉及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处理

问题。遵循职业体育的本质运行规律，在这三者关系中，

核心是市场，需要解决的关键又在于政府与市场、市场与

社会的关系。策略上，首先要深化政府体制改革，推进和

落实“放管服”改革、管办分离改革成果，真正转变政府职

能，引导政府回位。要明确政府在职业体育发展中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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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定位，发挥其引导、服务、保障等作用，合理利用职业体

育联赛中的国有股份导引职业体育发展方向，从规范政

府行为入手切实解决职业体育领域中存在的“与民争利”

问题，“扬民权、废特权、束公权”（汪玉凯，2010），引导政

府顺应民意，从职业体育发展的社会整体利益，从服务于

人民需求的角度出发。其次，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真正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利用市场竞争的

力量，将资本、管理、人力资源（运动员等）等多种要素的

活力竞相激发出来，使职业体育市场运营更有效率。建

立和完善职业体育联盟，让联盟成为联赛运营的第一责

任主体，真正让其承担联赛推广、运作、资产保值增值的

责任与义务；让职业体育俱乐部在职业体育运作中享有

公平竞争的权利，促进其成为注重联赛长久发展的战略

投资者，而非短期投机者。此外，要强化社会组织建设，

促进职业体育中介组织、球迷组织等相关社会组织的健

康成长，让球迷、赞助商、转播商、媒体等职业体育消费者

有机会、有能力参与到职业体育的发展之中。

总体而言，遵循职业体育运行规律，只有架构了政府

管理服务到位、市场高效有活力、社会参与有力的格局，

依赖市场、依赖社会，不断激发释放市场、社会活力，方能

形成良性互动，为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支撑。

2.3 推进体制创新，做实中国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持

续力

职业体育是市场（商品）经济的产物。按照市场体制

的一般规律，职业体育存在复杂的运行主体和运行客体，

主体包括职业体育联盟、职业体育俱乐部、职业体育监管

机构（政府、单项协会组织）、媒体以及运动员和教练员

等，客体则有职业体育俱乐部、职业体育运动员、职业体

育赛事等。更为重要的是，职业体育主客体在现实运行

中存在交叉和互动，如在赛事运作层面上，职业体育联盟

通常作为运作主体，而俱乐部和赛事资源是其运作的客

体系统。事实上，职业体育俱乐部也存在一定的运作空

间，可以进行相关内部资源的经营运作，这无疑增设了相

关运作的复杂性。针对这样一个复杂的运行体系，需要

从内外两个方面入手，进行相关的制度、体制建设，按照

职业体育系统与内外环境协调共生的秩序发展规律，保

障其长效高质量发展。

从职业体育内部运行体制来看，主要涉及 3 个方面问

题：1）完善产权和要素市场制度配置，消减不必要的行政

干预，保证市场能够按照利益机制进行生产要素平等交

换，遵循市场逻辑激励和约束职业体育经营活动；2）全面

完善公开公平、透明高效的职业体育市场治理体系，促进

其内部治理法治化程度提升，保障其职业体育督查调控

和市场中介制度化、机制化，维系职业体育有效运行；3）

建立健全内在联动机制，形成从后备人才培养、运动员雇

佣，到俱乐部准入与运营管理，再到职业联盟运作与利润

分配一体化的行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搭建国际化、现代

化的职业体育市场运作体系。

而从外部看，重点需解决 4 个方面问题：1）解决职业

体育与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的关系问题，基于

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构筑一体化的职业体育

运行生态；2）树立长期发展管理与短期宏观干预相结合

的调控理念，建构国际交流合作互动机制，保障其对外影

响力和竞争力的逐渐实现；3）搭建职业体育与社会的互

动平台，以解决职业体育如何与社会发展保持一致性问

题；4）完善职业体育所依存的经济、社会、法律等宏观氛

围建设，涉及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激发职业体育消费

能力，建全职业体育发展所需的宏观法律制定体系、优化

诚信社会风气等。

如果说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关于常态发展方

式转型与内涵提升的实践，那么，该实践必然伴随着复杂

的社会运行机制变更。同时，该实践也必然是作为国家

社会经济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经

济社会的发展、体育事业的发展所产生的良性运行机制，

必然隐射于职业体育发展实践中，并作为基础条件促进

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各方面的良性互动、协调均

衡，并最终内化为职业体育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3 结语

紧扣新时代命题，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我国职业体

育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贯彻中央精神、落实强国战略的

根本要求。这就意味着，要改变过去模仿发展、粗放式发

表2 不同发展方式下职业体育运行特征

Table 2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rofessional Sports under Different Development Modes

发展方式

动力源泉

核心能力

核心机制

支撑体系

发展逻辑

政府驱动型发展方式

政策：权利资源调拨

行政能力

利益分配

重平台轻内涵

行政逻辑

社会资本投资型发展方式

生产：产业资本主导

生产能力

资本投入

重内涵，尤重硬件

利益逻辑

社会消费驱动型发展方式

消费：商业资本主导

消费能力

市场营销

重内涵，尤重软件

供需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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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式，把握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梳理成功

经验，结合当前现实困境，抓住主要问题，有针对性地进

行改革突破。当然，中国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作为一个

实践过程，尚在起步阶段，还存在众多问题需要探解与把

握，而这恰应成为后续我国职业体育相关研究的核心

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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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Logic of China's Professional Spor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Era Sports Powerful Country

ZHANG Bi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Yancheng Teachers college, Yancheng 224002,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era sports powerful country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It needs new responsibilities, new actions
of professional sports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Combining with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sports powerful country, and
through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nearly 30 years, wereveal its current development dilemma, grasp its operation
logic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put forward practical strategies. The research holds that, embedded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strong sports country,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sports in China has the tendency of“single-army advance”at the same time,it
faces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and more promin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 These questions need to be resolved
b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sports with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as the cor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professional sports should be reflected in the high quality of competition products, industry structure, event layout and th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path. In terms of practical strategy, combining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we put forward some
ways to promote the competitiveness, support and sustainability of professional sports in China so as to promote the achievement of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goals. The specific strategies include the following aspects: Changing the orientation of development,
grasping key links, straightening out multi-relationship and promoting system innovation. We hope that the professional sport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can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era sports powerful country of China.
Keywords: professional sport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era sports powerful countr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ogic;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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