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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深化体育体制改革的进程中，运动项目协会实体化是推动中国竞技体育创

新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备战第32届夏季奥运会（以下简称“东京奥运会”）意义重大，在释放

人的潜力、优化组织管理体系、重构体制机制和动员各方资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

中，推进由金字塔式管理模式向扁平化管理模式的转变是实施东京奥运争光战略的关键，

要从组织管理、待遇、绩效和激励等多个方面综合构建起促进人才全身心投入的备战启动

机制、助推机制和长效机制；理顺协会主导下与中心主导下的竞技体育组织管理模式之间

的关系，推进协会与中心两个主体在备战主导权方面的顺利过渡。同时，东京奥运会延期

一年举办，对当前中国的竞技体育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各改革试点协会要认真研究

东京奥运会延期事宜，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应对东京奥运会的延期举办，保证备战的正确

方向，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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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deepening the sports system reform of China, the materialization of
sports association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to pro‐
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mpetitive sports.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sub‐
stantive reform of the Olympic sports association in China, the reform of the sports association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32th Summer Olympic Games. The materializa‐
tion reform of the associatio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unleashing human potential, optimizing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system, restructuring system and mechanism and mobilizing re‐
sources of all parties as well. Among which, the key to implementing the Olympic Glorious
strategy of Tokyo Olympic Games i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pyramid management
mode to flat management pattern. We need to build a startup mechanism, propel mechanism and
long-term mechanism to motivate talents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preparations from the as‐
pects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remuneration, performance and incentive; to straighten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 of competitive sports un‐
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sports association and the sports administrative center, and promote the
smooth transition of the leadership between two subjects in the preparation. At the same time,
for the curent competitive sports in China, the postponement of the Tokyo Olympic Games for
one year is both an opportunity and a challenge. All reform pilot associations should carefully
study the postponement of the Tokyo Olympic Games and take active and effective measures to
cope with the postponement, and to ensure the right direction of preparations for the desired ob‐
jectives.
Keywords: association reform; preparation for Olympic Games; Olympic Glorious Strategy;
strategic innovation; the 32th Summer Olympic Games; 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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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中国竞技体育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

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

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让

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人民网，2015），对激发全社会

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活力，引领经济社会步入新的发展轨

道的意义重大而深远，对深化体育体制改革更具现实指

导意义。

随着足球、篮球、赛艇、自行车、击剑和铁人三项等

31个奥运项目协会（改革试点协会）实体化改革的不断深

入，运动项目协会改革对备战奥运会的影响为众人所关

注，尤其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金牌、奖牌榜上的表现，更

为全社会所期待。如何在对以往奥运会成功参赛经验进

行深入总结的基础上，完善和优化中国现有的备战战略

体系，充分发挥协会改革带来的红利，引领中国体育军团

抓住历史发展机遇，争取奥运会参赛资格和更好成绩；如

何克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

VID-19，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采取积极、有效

的措施来应对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以下简称“东京奥运

会”）延期举办，努力完成奥运备战任务，已成为时下不容

回避的问题。

1 中国奥运争光战略创新概述

1.1 中国奥运争光战略的形成和历史发展

1.1.1 奥运争光战略的源起——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

1979 年，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这给中国的竞技体育

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了适应社会需要，振奋国人的体

育精神，国家体委适时调整了中国竞技体育的战略思想，

制定了以“奥运会为核心的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的战略

（肖林鹏 等，2002）：以“为国争光”作为目标取向，以“赶

超发展”作为指导思想，“政府为主、社会为辅”的发展思

路以及“突出重点、带动一般”的工作指导方针。我国的

竞技体育先后采用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缩短战线，保

证重点”“适度赶超”“集中双轨”等几个发展模式（何强

等，2007），在奥运会上力争佳绩成为国家及各省（市）竞

技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此基础之上，“奥运效

益”成为竞技体育资源配置必须的基础和导向，在项目发

展上，本着“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将有限的竞技

体育资源配置到奥运效益高的项目上。

1.1.2 奥运争光战略的巩固——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

发展战略

奥运争光战略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得到了进

一步加强和巩固。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1984 年下发了《关

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中发〔1984〕20号），要求

为进一步发展全民族的体育运动，全党、全社会都要重视

并加强体育工作。1987年，国家体委正式提出了“以青少

年为重点的全民健身战略和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

战略协调发展”的体育工作指导方针。1989 年，“群众体

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战略要求在全国体委主任会

议上提出，并成为发展我国体育事业的指导方针。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的战

略思想得到明确确认，其内容及内涵也更加丰富。国家

体委在 1995年正式提出了“各类体育协调发展”的体育工

作指导方针，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颁布，首次

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各类体育协调发展”的战略方针，

并制定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奥运争光计划》等一系列

战略发展规划（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编，2013）。“奥

运争光计划”使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得以延伸与发展，

进一步巩固了奥运争光战略在国家的政治地位。

1.1.3 奥运争光战略的新使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

战略

我国于 1983 年提出并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1996

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

计划和 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将体育的全方位发展作为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组成部分。自此，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问题开始引起政府和体育研究者的重视。21 世纪，随着

我国健儿在奥运会等一系列重大国际比赛中不断取得优

异成绩，并连续在两届夏季奥运会和三届冬季奥运会上

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我国竞技体育整体水

平跃居世界先进行列。初步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以

举国体制为特色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和以在奥运会上取

得优异成绩为主要目标的竞技体育管理体系，发挥了我

国竞技体育较快发展的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其动员力、

号召力和凝聚力成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主要动力，成

为奥运争光战略的重要基石和支撑。

但随之，越来越多的问题也暴露出来。因此，竞技体

育的可持续发展及其战略研究成为新时期我国竞技体育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管理战略、项目布局战略、后备人

才战略、赛训创新战略以及科技创新战略等相继成为我

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重点研究领域。有学者提出，

科教兴体、后备人才培养及体制创新与改革是我国竞技

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实现竞技体育社会化、国际

化与科学化是构成中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

内容体系。2011 年 4 月 29 日，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印发

《2011—2020 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明确提出奥运战略

是我国竞技体育最高层次战略，也是民族战略，唯一战

略，是国家和地方的共同战略。在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

历程中，奥运战略始终主导着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

1.2 奥运争光战略的创新

奥运争光战略是以备战奥运会为主导，为在奥运会

上战胜对手、完成参赛任务目标、为国争光而做出的系统

谋划、策划和规划。完成备战东京奥运会的战略目标任

务是中国当前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核心。因此，奥运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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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战略是实施战略创新的核心。战略创新是根据新的形

势需要对原有战略进行调整，从而更加有效地发挥现有

资源优势，更好地完成奥运争光战略任务的有效手段。

面对形势严峻的东京奥运会以及项目协会实体化的改革

压力，如何发挥好、利用好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有利因素，

特别是利用好协会实体化改革带来的组织管理、人才选

用、科技助力、资源集聚、备战保障等方面的优势与红利，

是实现奥运争光战略创新的关键环节。

2 运动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是战略创新实施的历史机遇

从国家层面来看，运动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是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既是国

家行业协会改革的基本要求，也是对我国体育体制改革

未尽事业的再推进。

2.1 “中心＋协会”的组织模式是当前中国竞技体育高速发

展的隐忧

我国单项运动协会实体化改革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

末期形成的“中心＋协会”的组织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时

期，这一模式保证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平稳过渡及可持续

发展（张毅恒 等，2013）。但在特殊历史背景的驱使下，

我国体育行业协会出现了严重的职能错位现象，刚性的

行政命令代替了协会沟通、服务的职能，“奥运争光计划”

“全运争光计划”成为唯一目标，举办各类重大赛事成为

其获取资源的有效途径，而服务大众、满足会员需求的职

能早已被政绩所替代（郭娜 等，2016）。“中心＋协会”模

式存在的竞技体育发展后劲不足（如人才梯队建设得不

到重视），优势项目群规模、质量下降，潜优势项目发展空

间难以拓展，落后项目无明显改观等问题，成为中国竞技

体育高速发展过程中的隐忧，也是实施体育强国战略不

容回避的瓶颈因素。

2.2 运动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为战略创新的实施提供组织

体系和机制保障

运动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为东京奥运备战战略的组

织管理体制、机制的变革创造了条件，其中，推进由金字

塔式管理模式向扁平化管理模式的转变，是实施东京奥

运争光战略的关键。此外，协会实体化改革的战略创新

体现在战略目标的制定更加务实，战略目标的承担主体、

竞争形势、保障条件、实施计划及评估反馈实现动态调

整，协会的奥运备战主体责任更加明确，国家体育总局的

宏观调控手段更加丰富和有效率。

1）提高了工作效率及净化了备战组织工作环境。按

照新的任务目标，通过组织管理和用人模式等机制的重

构，精简了行政程序，减少了管理层级，提高了工作效率，

净化了备战组织工作环境。减少了奥运备战一线工作人

员被动执行命令，疲于应付各类检查、督导以及参加各类

会议、研讨等造成的资源浪费。

2）提高了备战工作的专业化管理水平。让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事，突出教练员在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增强了教

练在训练、管理、组织比赛等方面的主动性，提升了教练

员的自信心，保证了以教练为核心的训练团队运转的高

效性。

3）保证了运动项目持续系统的发展。减少了以往在

政绩观主导下备战组织管理模式而滋生的急功近利的成

绩观，如在短期获得金牌难度大的项目，在人员、资金、保

障等方面必须让位于拿金牌机会大的优势项目；过度依

赖经验丰富的老运动员，忽视启用年轻有冲劲的运动员；

部分优势项目、大部分潜优势项目达到顶峰之后很快跌

回低谷；落后项目长期得不到重视和有效资源的支持，竞

技成绩长期处于低水平徘徊等。

2.3 运动项目协会改革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2.3.1 协会改革在备战奥运中的特殊优势逐项落实

截止 2018年 10月，已有 31个运动项目协会成为改革

试点协会，以备战为核心进行资源整合的优势在逐项落

实：1）各协会围绕备战成立了专业、高效的国家队管理机

构；2）简化了备战管理保障的组织管理程序，提高了工作

效率；3）主教练在备战组织体系中的主体地位逐渐落实，

强调责、权、利相匹配的“绩效”式教练选聘模式初见成

效；4）教练团队和保障团队的国际化来源渠道进一步拓

宽，专业化水平和备战效率进一步提高；5）围绕备战选人

用人的权力下放到项目协会后，用人模式更加灵活，改变

了过去论资排辈的用人模式，保证了专业的人干专业的

事，实现人岗相适，释放了各项目发展的内在活力，激发

社会等多方主体促备战、强备战的积极性、主动性。

2.3.2 在期盼和质疑声中负重前行的协会实体化改革

运动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正处于关键期和困难期，

不仅承担着全社会的期待，也承受着广泛的质疑。协会

与中心在人事和工资关系上尚不明朗，协会组织管理体

系、各项规章制度正在重构完善，专职人员配备与磨合尚

需时日，独立运作经验有待积累。面对上述情况以及特

殊复杂的东京奥运会，深化中的项目协会改革能否承载

起这一重任，能否在短时间内让奥运备战工作出现质的

飞跃，还需要我们理性思考、认真研究、科学分析、合理期

待。从战略层要充分利用协会改革的历史机遇，发挥战

略创新的作用，把运动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的优势最大

限度地转化为备战东京奥运会的强大动力。

3 发达国家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经验

3.1 以社会管理为主、政府管理为辅的美国合作型体育管

理体制

美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是国家行政协调与社会自我

协调相结合的一种管理体制，是一种社会管理为主、政府

管理为辅的合作型管理体制。美国竞技体育管理组织包

括美国奥委会、大学生体育协会和单项体育协会，三大机

构在竞技体育管理中具有不同职能，在竞技体育组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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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组织职能的发挥以及运动员的选派等方面都存在相

互合作与制衡的关系，共同促进了美国竞技体育的发展。

概括来说，健全的治理体制是美国竞技体育成长的基础；

职业体育价值观念与自由教育理念的融合是美国竞技体

育成长的根本；有效发挥多元主体协同共管共治是维持

美国竞技体育成长活力的保障；职业体育“联盟体制”的

战略顶层设计是美国竞技体育成长的动力；多方联通的

组织运行机制是维持美国竞技体育持续成长的通道（彭

国强 等，2017）。美国体育代表团能在里约奥运会上继续

保持金牌、奖牌领先，源于美国奥委会陆续推出的一系列

具体详细、针对性强的备战措施。

1）制定战略发展计划。美国奥委会为改变近几年田

径项目成绩下滑，世界大赛特别是奥运会金牌数减少的

趋势，制定了“高水平竞技行动计划”。该计划包括在全

国范围内建立专门的高水平训练中心，制定可实施的顶

尖运动科学和运动医学服务计划，选拔、招募、培养全美

最有潜力的田径运动员，为教练员和运动员制定明确的

行为方式和保持优势项目奖牌数，让进入决赛的运动员

登上领奖台 5项内容。

2）加强运动员和教练员心理技能的培训。运动员心

理技能培训是里约奥运周期美国奥委会工作的重点。根

据备战索契冬奥会运动员心理技能培训的经验，美国奥

委会与美国应用运动心理协会的心理专家共同合作对运

动员远离家乡参赛时产生的心理问题、主场观众的压力、

天气变化造成的比赛延误对运动员心理的影响、伤后重

返赛场的心理变化、赛场外生活琐事引起的注意力分散、

明星选手如何应对压力等进行培训。

3）提前国内预选赛。男子体操作为期待较高的项目，

为了能在里约奥运会上有更大的作为和突破，美国奥委会

将全国男子体操预选赛的时间提前至2016年6月23—26日

举行。这是美国 40 年来第一次将男、女预选赛单独分开

进行，并将预选赛时间提前，为的是让队伍在里约奥运会

前有更多的恢复时间。

4）提高预选赛成绩标准。美国奥委会提高了游泳项

目预选赛成绩标准，这意味着里约奥运会预选赛美国游

泳各专项标准高于伦敦奥运会预选赛。预选赛成绩标准

的提高一方面说明美国游泳运动员的整体实力处于较高

水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游泳人才济济，年轻选手

不断涌现，可供选拔的选手不断增多。

5）强化优秀选手的作用。美国奥委会因问题施策的

务实做法，让其对策措施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奥运

备战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为了在伦敦奥运会上保住

金牌榜第一的位置，2010年美国制定了“奥运行动计划”，

2013年，美国奥委会又制定了“高水平竞技行动计划”，加

强对精英体育人才培养支援和精英体育中心建设，以保

持优势项目奖牌（彭国强 等，2018；王跃新，2015）。

此外，美国竞技体育一直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其

物质基础是成熟的体育市场体系、规模宏大的体育产业

以及丰富的多元化资金来源和支持；源源不断的人才来

自热爱运动的人口资源和数量众多的运动员队伍以及体

教融合的“小学—中学—大学”“一条龙”的竞技后备人才

培养体系；而科研与科学化训练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完

善的法律体系则为美国竞技体育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

障（陈强，2017）。

3.2 多方共同管理的后备人才培养模式、高额经费投入及

精心制度设计的英国体育管理体制

英国竞技体育的迅速发展，从竞技后备人才培养角

度来说，主要源于社会化为主体的竞技后备人才培养体

制，层级化的金字塔人才培养模式，系统化的教育助学机

制，专门化的职业生涯规划与多元化的投入机制。

3.2.1 由政府、学校与社会共同管理的后备人才培养体制

英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与青少年体育由政府、

学校与社会共同管理，其中，学校与体育俱乐部起着重要

作用。英国竞技人才培养分为“基础”“参与”“竞技”“精

英”4 个阶段。前 2 个阶段是英国竞技体育的根基，其训

练与教学任务主要由学校与社区体育俱乐部承担，教练

员主要由志愿者组成。处于学习阶段的运动员称为学生

运动员，通过助学机制，学生运动员能顺利完成与其他学

生相同标准的学业。从青少年运动员到职业运动员，有

专业规划师为其制定运动、学习、工作以及更为长远的职

业生涯规划。英国的体育经费来自政府与社会，多数以

基金形式进行资助（Pankhurst et al.，2013）。近年来，英国

在选材方面也有成功的创新。自 2007 年开始，英国体育

局（UK Sport）启动了“晚选材”和“跨项选材”的“体育巨

人”二次选材计划，对现有的高水平运动队进行人才补

充。女子双人赛艇选手维多利亚·索恩利就是通过“巨人

计划”进入到英国赛艇国家队，随后在 2016年里约奥运会

上为英国拿到了奥运金牌。2016 年 7 月，英国体育局又

启动了规模宏大的涵盖 20 多个项目的“探索你的金牌”

选材计划，目的就是为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寻找更多的天

才选手。从 2007 年至今，英国体育局的选材专家团队与

奥运项目的 100 多位教练合作开展了 13 次运动员招募计

划，共选拔出 100 多名运动员参加了 17 项运动的世界级

赛事，赢得了超过 250枚国际奖牌（汪颖，2016）。

3.2.2 多年的高额经费投入和精心的制度设计

里约奥运会上，英国体育代表团成功跻身金牌榜第 2

位，继伦敦奥运会之后再次创造新的历史。英国竞技体

育实力获得大幅提升主要在于多年的高额经费投入和精

心的制度设计（体育主管机构改革）。在 1996年亚特兰大

奥运会上，英国体育代表团只取得了 1 枚金牌，为改善英

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低靡表现，英国在 1997 年设立了

专门服务奥运会和残奥会运动项目的机构——英国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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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UK Sport），其资金来源为英国财政部和国家彩票中

心（何文捷 等，2016）。从 1997 年开始，英国体育局开始

资助部分潜优势项目，核心目的就是为了在奥运会和世

界大赛上取得更多的奖牌。持续不断的高投入也带来了

高产出，英国体育局在奥运项目上的资金扶持已经成为

英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基础保障

（表 1）。2012 年底，英国体育理事会制定了“2016 使命计

划”，监督各单项协会的里约备战工作，各单项协会也制

定了里约奥运会备战计划。同时，在里约奥运周期，英国

持续增加竞技体育经费投入，使用高科技辅助训练，加强

后备人才培养，聘请和培养世界级教练员，建立了更加可

持续发展的竞技体育体系（UK Sport，2016）。

3.3 注重青少年运动员培养和落后项目挖掘与扶植的日本

体育管理体制

日本体育代表团在里约奥运会上取得了近年少有的

好成绩主要是由于柔道、摔跤、体操与游泳四大传统优势

项目金牌与奖牌数量的增加以及非优势项目奖牌比例的

加大。当前，田径、羽毛球、乒乓球、花样游泳等项目也逐

步成为日本的潜优势项目。里约奥运周期，日本政府加

强了对竞技体育的财政投入和主导作用。在备战的同

时，更放眼于东京奥运会，注重青少年运动员的培养和落

后项目的挖掘与扶植，尤其是通过各单项协会广泛动员

社会资本与力量实现日本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一方

面，各单项协会通过制定详尽可执行的奥运人才培养方

案，在后备人才的发掘与培养上走精兵之路，特别是以乒

乓球为代表的项目以“断代”培养成长的方式，使一批后

起之秀脱颖而出；另一方面，各大财团也纷纷加大对有夺

金实力选手的投入与奖励，奥运选手的待遇与保障得到

了大幅提升。

2013年，日本启动了“天才认定”计划，致力于选拔有

天赋和有潜力的运动员，3 年时间共计 500 多人参加，其

中 9 人得到了中央竞技团训练的机会（黄聪 等，2019）。

2017 年 7 月，日本启动了“体育新星”选材计划（赵倩颖，

2019），在跳水、赛艇、自行车、举重、垒球、手球和七人制

橄榄球这 7 个奥运项目上寻找出 12～17 周岁的天才选

手，由高水平的教练带领进行集中训练，为东京奥运会夺

得奖牌寻找更多的潜在优秀运动员。

综合分析美国、英国和日本近年来奥运备战取得的

成果，最重要的一点是都充分发挥了单项协会的高效运

转和社会各方的共同参与，实现了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

展和突破。同时，针对奥运备战采取的一系列创新性举

措，有力地推动了竞技体育发展成果向奥运会奖牌乃至

金牌的转化，实现了竞技体育发展成果在奥运会上的成

功展现。

4 实施战略创新，助力东京奥运备战工作

综合多方因素，人才、组织管理、保障、科技助力和反

兴奋剂问题成为当前备战过程中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

按照建设体育强国的新要求，各体育改革试点协会要加

大改革创新，防范风险，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进而提升东京奥运备战综合实力。

4.1 做好改革顶层设计

各体育改革试点协会要认真制定改革顶层设计，制

定项目战略发展规划，健全各项政策法规与规章制度，完

善协会法人治理结构、决策机制和日常工作机制，加强专

职人员和专业委员会团队建设，让全社会拥护和支持体

育运动发展的活力竞相迸发，建立起适应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环境及国际发展趋势，运行高效、充满活力的运动项

目管理体制和机制。

4.2 做好奥运人才战略创新，推动竞技水平实现根本性

提升

4.2.1 我国备战东京奥运会人才体系构成

按照我国各项目国家队编制及角色定位，结合当下

各队人才配备的惯例，备战人才分为运动员、教练员、相

关保障人员和管理人员（图 1）。

表1 英国体育局在近5个奥运周期内的资助金额及英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奖牌数量

Table 1 Supporting Fund from UK Sport and Medals

资金及奖牌

资助金额/英镑

金牌数量/枚

奖牌数量/枚

2000年悉尼

58 900 000

11

28

2004年雅典

71 000 000

9

30

2008年北京

235 103 000

19

51

2012年伦敦

264 143 753

29

65

2016年里约热内卢

274 465 541

27

67

数据来源：英国体育局官网（https：//www.uksport.gov.uk/our-work/investing-in-sport/historical-funding-figures）。

图1 我国备战东京奥运会人才体系

Figure 1. Chinese Talents Structure of Preparation for Tokyo

Olympic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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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在金字塔中的高度取决于其自身及其教练

员、保障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厚度和结构，各层级人才的综

合实力共同决定着运动员的高度。在不同项目中，不同

层次的人才所起的作用不同。不同层级人才各尽其才，

各尽其用，充分发挥各自作用，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运动

员朝着更快、更高、更强的目标前进。

4.2.2 最大限度发挥人才作用备战东京奥运会

为了落实好备战战略创新的各项措施，使备战工作

成效最大化，需要从 5个方面进行团队构建：

1）专业人员的培养与创新。按照备战需要，各项目

要构建必要的备战工作团队，包括承担备战参赛任务的

运动员、教练员，科技服务、医务、体能、康复医疗、恢复再

生、后勤服务等人员以及管理人员等，在保证所需备战人

才配备的同时，保证所选人才符合备战要求。

迅速启动 2024 年和 2028 年奥运会后备人才培养的

系统工程。一是继续完善“青少年体育 U 系列赛事工程

体系”的建设，借助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成功举办的契

机，继续激发和调动传统训练单位与社会各界力量组织

参与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的热情和积极性，进一步打通

运动员成长通道。二是全方位深入推动体教融合工作，

推动各项目国家级运动学院、各项目协会青少年培训中

心、国家级体育项目俱乐部建设，发动社会力量共建高水

平青少年培训机构，创新青少年培养模式，优化青少年训

练营、夏令营的举办效果，进一步深入探索创新新时期竞

技体育人才选拔与培养模式、训练组织与管理模式，尝试

探索运动项目职业化发展方向。三是全面引入国际标准

培训体系与教练员培训教材，加大教练员等专业人才培

养力度，更好发挥退役优秀运动员等高水平专业人才作

用，探索构建多元化训练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各项目专业

人才短缺问题。

2）组织管理模式创新。按照备战需要，对团队成员

合理进行职能分工，明确分工和工作流程，构建适合项目

备战特点的组织管理体系，确保相关人员高效、有序地开

展工作，充分发挥中外教团队融合作用，强化团队凝聚力

和执行力，高效地开展备战工作。围绕东京奥运会组织

好训练和参赛，制定好奥运会参赛选拔办法并科学实施，

整合全国优势资源，全力争取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力争

在奥运会上实现重大突破。

3）待遇与激励创新。运动项目协会要动员各方资源

与力量进一步提高各国家队运动员、教练员、管理人员等

核心成员以及科研、医疗、后勤等保障人员的待遇，以使

他们能全身心地投入或服务于国家队备战。在备战的关

键时刻，各改革的项目协会一方面要用好体制内待遇与

奖励政策；另一方面还要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参与备战的

积极性，从各方面实实在在地提高国家队一线人员的待

遇与精神激励。

4）绩效考核创新。在项目协会改革过渡阶段，各项

目备战人员能否各尽其责对于提高奥运备战质量至关重

要。因此，要按照人员职能分工和项目成绩实施绩效考

核，确保人人努力围绕备战开展工作。绩效考核落实到

人、落实到位是促进团队人员努力工作的重要手段，也是

按照团队人员对东京奥运备战工作贡献大小进行奖励的

重要依据，对于奖优罚劣，保持团队的高水平至关重要。

5）激励机制创新。各项目协会要从体制机制角度，

根据项目备战需要精心设计针对性的激励机制，通过奖

罚、竞争上位、优胜劣汰等针对性的措施，最大限度地调

动参与备战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激发大家的内在潜力，提

高备战工作效率。激励机制的创新要能使团队成员内心

经得起备战的磨砺，激发人才的内在潜力，主动挑战自身

的极限，提高备战工作中各个环节的效率和效益。

针对东京奥运会的特殊备战要求，在剩余不多的时

间里，唯有紧紧抓住人才这一关键，围绕吸引高端人才，

提高现有人才主动性、积极性，挖掘核心人才潜力等多个

方面共同发力，从组织管理、待遇、绩效和激励等多个方

面综合施策，构建起促进人才全身心投入备战的启动机

制、助推机制和长效机制，才能保证备战的高效性和长效

性，为完成东京奥运会备战任务奠定坚实的智慧、动能和

资源基础。

4.3 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创新奥运组织管理模式

在备战东京奥运会的过程中，各项目协会在更好发

挥现有体制在奥运备战中重要作用的同时，还要充分调

动各方力量参与备战，坚持共建工作，共同形成备战合

力。当前，从备战的组织管理角度来说，需要从战略层面

入手，明确各方在备战东京奥运会中的战略定位，理顺各

方在备战中的组织关系，确定清晰的战略实施流程，制定

实施战略人才的激励机制等，把各类资源集中到备战工

作中，通过各项目备战优势的集聚来提升备战效率。理

顺协会主导下与中心主导下的竞技体育组织管理模式之

间的关系，推进两个主体在备战主导权方面的顺利过渡，

让协会在东京奥运备战中发挥组织优势、专业优势、集聚

资源优势和激发人才内趋动力优势。通过运动项目协会

实体化改革，实现各项目自我发展，通过激活内生动力，

实现项目的良性发展，让项目协会在奥运争光战略实施

过程中承担起主体责任。

4.4 加强训练基地建设和训练赛事体系创新，做好东京奥

运会备战保障工作

随着运动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的逐渐深入，国家体

育总局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主导下的“一元备战保障模

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协会主导备战、训练基地负

责保障的“二元备战保障模式”。国家队主管单位属性的

变化，使国家队备战经费也出现二元化的管理使用模式。

改革前，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主导备战，经费直接划拨中

心，由中心负责国家队备战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在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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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革过渡期，项目协会主导备战，但财政资金仍然划拨

给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使用权属于协会，协会对国家队的

资金使用负责，中心负责国家队备战财政经费的审核监

管，财政资金的使用权与所有权出现分离。除资金外，场

馆、器材以及设备等也都存在此类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

离的问题。

为此，针对双方的合理诉求，我们要构建奥运利益共

享机制，让保障主体都能够从国家队取得的优异成绩中受

益，共享备战成果，提高保障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要建

立备战保障基地工作实施动态评估和升降级管理机制，对

保障工作存在严重问题的训练基地实施退出机制，避免基

地在保障工作上得过且过、不思进取；鼓励基地提供一对

一或一对多的专业化服务，促进基地的特色化发展；要促

进基地多元化发展，引入国内外资源，在保证基地特色基

础上，实现多元化经营，提升基地自我造血功能。

此外，还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共建国家队训练基地，

如与一些能提供一流训练保障的城市或企业集团合作，

让他们以国家队训练保障服务商的身份参与到国家队训

练基地的建设中来，让每个项目在奥运会备战中都有高

水准的基地保障与支持。各改革试点协会还要进一步拓

展运动项目发展空间，加强训练及赛事体系创新，统筹推

进相关国际国内重大赛事筹办工作，推动各序列赛事稳

妥落地。高水平的国际比赛能为我国运动员提供更多与

高手同场竞技、争取国际积分的机会，为国家队备战提供

有利的参赛环境与便利的参赛条件，此外，也能更好地满

足群众多样化的观赛需求。

4.5 强化科技助力创新和复合型团队建设，大力推进训练

创新

科技助力和复合型团队已经成为国家队备战东京奥

运会的标准配置，并借助科技助力提升了运动成绩。科

技助力自身也从助力、助推、补短板，逐渐向着拓展、整

合、引领的方向发展。尤其是随着奥运备战形势日趋激

烈，拼训练已被拼科技所替代，拼个人已被拼团队所替

代，拼训练、拼装备已被拼信息、拼数据和拼智慧所替代。

各项目国家队的科技助力也将由局部助力、环节助力向

全程助力转换。

在运动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背景下，各方关系的新

秩序正在理顺和形成过程中，科技助力应当在“优势互

补、合作共赢”的目标指引下，整合本项目的全球资源，探

索创新奥运科技合作的新模式。要大胆突破以往单干

式、小作坊式的工作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低水平、低效

率的科技保障模式。通过运动项目协会来整合全国资

源，把科技资源聚集于国家队各项目运动员身上，实现科

技资源的共享共用，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基础上，保证

在运动员身上体现出科技助力的专业性、精准性、系统性

和全面性，为运动员提供高水平的、专业的、精准的和全

面的科技助力服务。认真落实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在备战

中突出体能地位的指示要求，从专业人才、硬件设施、科

技设备等方面确保体能训练高质量开展。同时，学习和

借鉴国际最新训练理念，大力推进训练创新，紧紧围绕提

升训练实力和比赛能力这两大重点工作，盯住重点小项、

重点人员和重点环节，在训练和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上花大力气、下苦功夫，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4.6 强化底线意识，创新东京奥运会备战反兴奋剂风险防

控体系

在东京奥运会上，我们要拿符合奥林匹克精神的金

牌、干净的金牌，这是一个大国对全世界的郑重宣言和庄

严承诺。为此，各项目协会要全面构建起国家队兴奋剂

风险防控体系，积极主动开展反兴奋剂宣传教育和风险

防控工作，加强对反兴奋剂形势的分析，加强行风建设，

防范重大风险。

各项目协会要切实履行好国家队反兴奋剂工作主体

责任和全国反兴奋剂工作监管责任，构织起反兴奋剂的

防控网。面对竞争激烈的东京奥运备战形势，在反兴奋

剂工作中必须进行战略创新。针对误服误用的问题，改

变“以禁为主”的思维方式，向着防、控、禁结合，“以防为

主”的思维方式转变，重点在防范上下功夫、想办法、强措

施，在帮助运动员避免误服误用兴奋剂方面提供技术支

持，让运动员学会防范、能够防范和自觉防范。避免采取

“一禁了之”的工作方式，要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处理好反

兴奋剂工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干净参赛提供保障。

5 积极应对东京奥运会的延期举办，始终不渝做好奥运备

战的各项工作

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

举办，这对当前的备战工作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各改革

试点协会要认真研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积极主动应

对东京奥运会的延期举办。

5.1 不断提高项目管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疫情是对体育工作管理能力、治理水平等各方面综

合能力的考验，各改革试点协会要从“撤、管、变”三方面

积极应对。特别是面对目前的国际政治形势和奥林匹克

运动复杂多变的局面，要增强对工作的研判，提前预判、

主动谋划；要充分发挥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任职人员的

作用，重视与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沟通交流，及时了解掌

握相关信息，积极争取于我有利的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

体系的调整方案。要加强集体领导和集体决策，充分发

挥制度优势，完善决策机制，依法、依规管理好队伍。

5.2 结合奥运备战周期变化，调整相关工作方案

东京奥运会的延期举办将运动员已经较为习惯和适

应的“四年一届”的奥运备战周期拉长，在一定程度上打

乱了运动员的整体训练安排和备战节奏，对运动员竞技

状态的保持、心理调适等会造成一些影响。同时，参赛选

拔、资格获取等也会随之进行调整。因此，各项目要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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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实际，综合考量调整；奥运会选拔办法，细化工作方

案，逐一梳理、逐项落实，要以突出重点为原则，重新调整

备战参赛计划等工作，综合全面分析利弊形势，细化东京

奥运会参赛方案，以“出战用我，用我必胜”的决心出征奥

运。此外，要创新赛事方式，在封闭管理期间主动营造

“竞赛氛围”，保持队伍的竞争力。

5.3 扎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防止运动员出现心理焦虑

东京奥运会的延期举办对运动员的思想和心理不可

避免地会产生一定影响。要充分发挥党组织作用，加强

思想政治教育，在岗同志要精神饱满，精力集中，认真贯

彻落实每一项规定和要求。要扎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相关管理及保障人员要深入一线，真正了解运动员的思

想动态、个人诉求，做到“一人一方案”，持之以恒地把思

想政治工作做细、做实、做到位，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组织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运动员、

教练员的业余生活，采取合适方式开展队伍交流，防止出

现心理焦虑。

5.4 狠抓训练管理，创新管理手段和方式

首先，要狠抓训练，沉心静气，集中精力恶补短板，提

髙实力。要在变化中保持定力，变危为机，要抓住东京奥

运会延期举办的机遇，认真梳理解决训练中存在的问题，

提高竞技能力。特别是要进一步落实好强化体能的要

求，咬住体能训练目标不放松，认真落实“体能是东京奥

运会入场券”的要求，把基础体能与专项训练相结合，做

到科学训练。其次，要继续加强队伍疫情防控管理，要充

分认识到疫情的严峻性、复杂性、持久性，随时关注全球

疫情形势变化，队伍封闭隔离期间要认真落实工作责任

制，防止麻痹大意。最后，要做好特殊时期舆情管控工

作，创新管理手段和方式，防止“管理单一”，增强运动队

的能动性，强化基地管理责任，防止出现管理漏洞。

6 结语

运动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为东京奥运会备战战略的

组织管理体制、机制的变革创造了条件，其中，推进由金

字塔式管理模式向扁平化管理模式的转变，是实施东京

奥运争光战略的关键。因此，要转变过去以层级为单位，

层层落实、条块分离的备战工作流程，构建以运行机制为

线，国家体育总局统筹领导、宏观布局，以运动项目协会

为基本备战单位，点、线、面相结合，各司其职，分工明确

的备战组织管理体系。同时，各改革试点协会要借鉴与

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的合理内核与单项

协会高效运转和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运行机制，针对奥

运备战实施战略创新。

运动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的战略创新体现在战略目

标的制定更加务实，战略目标的承担主体、竞争形势、保

障条件、实施计划及评估反馈实现动态调整，项目协会的

奥运备战主体责任更加明确，国家体育总局的宏观调控

手段更加丰富和有效率，为国争光的内涵也由过去单纯

追求拿金牌向“夺取金牌与追求项目进步，追求挑战极

限，向世人展现中华民族健康、阳光、包容、奋进、不屈不

挠的体育精神”转变。以创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体育发

表团备战东京奥运会的创新实践，实现备战工作理念、内

容、载体、机制的创新发展，能够有效破解未来备战工作

中的难题，助力做好奥运备战工作，提升备战工作的科学

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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