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第40卷）第6期

Vol. 40,No.6,3-8,2020

体 育 科 学

CHINACHINA SPORTSPORT SCIENCESCIENCE

“十四五”时期我国体育发展内外部环境分析与应对

鲍明晓

（北京体育大学，北京 100084）

摘 要：“十四五”时期我国体育发展将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新形势，

全面分析“十四五”时期我国体育发展内外环境和国际体坛可能的变化趋势对我国体育的影响，可能出现的风险点

及其防控等方面。研究认为，“十四五”时期我国体育发展可能出现的风险点增多，防范的难度加大，同时需要审时

度势，把握好战略机遇。新变化、新阶段需要坚持底线思维，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对挑战，在改革、创新、协同、共建

共享中把握新机遇，实现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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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起步的 5 年，是全球在对抗新冠肺炎疫情新形

势下，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固有格局加速变动和重

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呈现的 5 年，也是新冠

肺炎疫情叠加经济下行，社会运行和民生短板亟待补齐，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亟待提升，以及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中国全面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的 5 年。“十四五”时期的国家发展和体育发展，将面临前

所未有的重大使命与责任，以及艰巨的风险与挑战。

1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十四五”时期体育发展国内外环境

分析

1.1 国际环境

“十四五”时期国际形势大概率将向保守、冲突、重构

的方向演变。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国际社会，政治上因大

国竞争加剧而日渐保守，经济上财政金融危机显现，贸易

和债务争端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政治化切割频发，

文化上因政治、经济困境日趋僵化封闭。全球政治、经

济、文化整体的保守主义转向，必然会带来全球治理的困

境，压缩国际公共事务合作空间。同时，人类需要共同面

对的全球性问题将会更多、更复杂、更紧迫。全球性问题

的公共治理需求不减反增，倒逼全球治理体系重构和运

行机制调整，催生以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和多边合作为主

要特征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

在这样的全球形势下，“十四五”时期的主要国际体育

组织会承受更多源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动荡带来的冲

击，遭遇更多政治化议题、财政短缺、成员国参与意愿减

弱以及与其他国际体育组织竞争加强、协作难度增大等

问题，迫使其选择收缩自救，减量保质的生存战略。世界

主要体育大国将工作重心转向国内，专注本国大众体育

开展、健康运动促进、国内赛事和本土职业联赛的运维，

并相应减少国际赛事承办，压缩国际体育文化交流项目。

全球主要职业体育联盟、联赛受经济影响，步入收缩周

期。联盟和联赛国际市场拓展受阻、赛事版权收入减少、

赞助商续约困难、劳资纠纷频发等问题也将难以避免。

1.2 国内环境

“十四五”时期我国体育发展面临的国内环境整体上

呈现政治有保证，经济有支撑，社会有协同，文化有引领，

生态环境有要求，与教育、科技、医疗、养老等相关领域发

展有互动的格局。

1）政治有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十

四五”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在建设方略上将

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将进一

步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全方位坚持

人民主体地位，健全人民群众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的创造主体、发展主体和治理主体的各项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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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责体系；全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主

动推进政党治理，动态改进政府治理，着力优化社会治

理，不断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与释放。根据

时代发展，因应时代要求不断强化的政治建设，将在领导

力和体育制度优化方面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

坚强的政治保证。

2）经济有支撑。“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整体处

在增速换档期、结构转换期、全球化收缩期和外部不利扰

动因素频发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难度和阻力加大，整体

经济发展将在稳中有变、稳重有忧中实现新的变革与突

破。总体趋势为经济总量稳步增长，但经济增速稳中趋

缓；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增长后劲不断增强；产业结构进

一步优化，服务业比重明显提升；工业竞争力稳步提升，

战略性新兴产业跨越发展；人均收入有望迈进高收入门

槛，消费呈现多维度升级；区域高质量发展稳中有进，但

区域分化特征仍将持续；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凸显，劳动力

供给压力加剧；绿色发展有所突破，但环境压力依然较

大；开放程度进一步增强，开放质量得以显著提升。经济

建设是体育发展的财政基础和活力源泉。未来 5 年，经济

发展总体上可以为体育发展提供稳定的财政支持，但增

量幅度较小。体育部门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加快发

展体育产业，既为稳经济、保就业作贡献，也为提高体育

自我保障、自我发展能力作应对。

3）社会有协同。“十四五”时期我国社会建设将面临

着更加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挑战众多，困难不少，但整

体上仍会保持战略定力，在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两端发

力。重点是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把稳就业、保就业

作为重中之重；持续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促进收入分配更

合理、更有序；全面建设覆盖全民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

系，巩固扶贫成果。加大力度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倡导健

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实施食品安全战

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努力提高社会治理社

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体育是社会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建设积极的推动力量。社会建设

的成果能托底体育发展，为体育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和

内生机制；体育发展也能助推社会建设，特别是在扩大社

会就业、活化社会组织、完善社区功能、推动健康中国纵

深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作用。“十四五”社会建设任务繁重，

体育事业与之保持更加积极主动的协同发展尤为重要。

4）文化有引领。“十四五”时期文化建设将面临更加

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世界主要大国政治集权、经济衰

退、社会保守将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更加激烈的价值观和

文化冲突，并通过多种渠道向国内传导，直接或间接地影

响我国的改革与发展，进而给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

要求。未来 5 年，文化建设核心任务是保持战略定力，坚

定文化自信，全面提升文化建设强大的价值引领力、文化

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文化建设是国家发展、民族振兴

的精气神。“十四五”文化建设，一方面会给体育发展提供

强大的文化和精神支撑，另一方面也需要属于大文化的

体育事业提供更为鲜活、更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精神

向心力。

5）生态环境有要求。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将更大力度地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

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

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重点工作任

务是建立健全“四项制度”，即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

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

复制度及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十四五”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提速，对体育的绿色发展提出了新要

求，包括体育设施节能减排、体育用地集约使用、举办体

育赛事和活动环境友好、体育污染源综合治理等，体育发

展的生态责任将成为新要求、新标准。

6）与相关领域发展有互动。教育、科技、文娱、旅游、

养老、医疗卫生、农业农村和城市发展是与体育密切关联

的八大领域。“十四五”时期体育与这些领域互动的要求

会更高，协同的价值会更大。在青少年层面的体教融合

将重构体育发展的人才基础，重新激活体育发展的原动

力。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与运

动实践的结合，有望出现一批创新性应用，带动智慧体育

的全面实施，提升体育整体的科学化水平。体育与旅游、

文娱产业的融合发展既能大幅拓展体育产业的发展空

间，也能催生“体旅文商”融合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新

产品，激活并优化大文娱产业的生态圈。在健康中国建

设引领下的体育与医疗卫生、养老的协同发展，带来运动

健康促进需求，“运动是良医”“运动是疫苗”的观念将更

加深入人心，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协同联动的体制和机

制将会建立和完善。体育与美丽乡村建设、休闲农业建

设和富民乡村产业发展的对接与协同，既能助力乡村振

兴，也能完善体育发展的社会功能，拓展体育发展的物理

空间。城市发展将赋能体育发展，体育发展能完善城市

功能。体育与城市协同发展能拓展体育发展的空间、能

级，是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重要动力。

2 “十四五”时期国际体坛变化趋势以及对我国体育的影响

“十四五”时期，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既有格局和运

作方式均会发生改变，引发全球体育的随动性变化。“十

四五”国际体坛可能会出现 5 方面变化：1）国际体育组织

对全球体育掌控力下降；2）奥运会或将遭遇全球危机；3）

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式微；4）体育意识形态化回潮；5）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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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增长乏力。

2.1 国际体坛的趋势性变化对“十四五”我国体育改革发

展可能产生的影响

2.1.1 如果失去奥运会这个“锚”，中国体育如何发展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我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以

来，中国体育发展以 4 年一个周期备战奥运会为主轴谋划

和安排各年度体育工作。尽管群众体育、体育产业也被

视为“主体性工作”，但主线还是竞技体育的奥运备战。

多年来，我国一贯以奥运会锚定体育发展，并形成了相对

完备的工作体系和路径依赖。但随着全球进入非传统安

全危机（极端气候、新型病毒、大规模非自愿移民、网络数

据安全等）频发的高风险时代，未来承办奥运会的国家和

城市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有必要未雨绸缪，做好

“失锚”后的调整与应对工作。

2.1.2 和平发展诉求与冷战思维加剧并存，对国际体坛秩

序构成新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 40 多年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一举一动都会引起

世界的高度关注。中国的和平发展诉求和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积极响

应。但同时，随着国际单边主义势力抬头，冷战思维加剧

等诸多风险，也将深刻地影响未来国际体育的走向，影响

我国体育发展的国际环境。如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研究制定“十四五”时期体育公

共外交战略规划，发挥体育的独特功能，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

2.1.3 国际体育组织式微，中国如何展现领导力

随着世界各国进入后新冠肺炎疫情时代，各大国际体

育组织都将遭遇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而变得日渐式微，

当防控疫情常态化，各类体育比赛和活动无法正常举办，

过去由各大国际体育组织支撑的全球体坛格局将会发生

改变，主权国家尤其是主要大国主导全球体育事务的可

能性增加。国际体育组织功能弱化必然会带来国际性的

体育赛事、体育交流活动减少，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体

育援助减弱。未来我国要优先救助和扶持的国际体育组

织，主导并推动的国际性和区域性体育赛事及人文交流

活动，以及给予必要的体育援助的国家，都值得认真

谋划。

2.1.4 多个国际体育组织要求中国承办体育赛事，我国是

否承接

由于全球经济衰退，未来多个国际体育组织举办的比

赛可能面临无国承接的窘境。我国经济体量大、韧性强，

国际体育组织未来极有可能会请求中国给予支持承办体

育赛事。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国承接与否、承接方

式，以及承接后发挥最大效用的方法，都是值得认真思考

和应对的问题。

2.1.5 全球体育产业衰退中产生的机遇如何把握

世界经济整体不景气必然导致全球体育产业在投资

和消费两端承压，出现衰退。“十四五”期间，全球体育赛

事版权、专业技术人才（球员、教练、裁判、球探、数据图像

分析师等）价值下滑，线上体育培训和健身产品需求增

加，中低端体育装备器材和体育用品需求增加，将会成为

新趋势、新常态。我国体育企业应在新环境中把握好全

球优质体育资产（品牌赛事 IP、品牌体育企业、职业体育

俱乐部等）的并购机会，吸引全球高端优质体育人才加盟

国内体育公司、俱乐部，利用 5G 应用和移动用户规模优

势创新线上体育运营新产品、新模式，以及国内体育装备

制造企业和体育用品生产企业借机拓展国际市场，都是

全行业必须认真思考的战略性问题。处理好这些问题，

我国体育产业不仅能转危为机、逆势成长，而且还有可能

在疫情后全球体育产业竞争中获得新的竞争优势。

3 “十四五”体育发展内外环境影响的应对

3.1 风险点及其防范的对策

3.1.1 东京奥运会或取消及赛中遭受干扰的风险

第 32 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以下简称东京奥运会）

有可能成为世界各国展示新冠肺炎疫情后国家复兴能力

和国运的舞台。鉴于欧美国家奥运备战的组织协调相对

松散，趋势上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完成东京奥运会的参赛

目标。我国要利用好强大的体制力量和综合协同保障能

力，争取最好成绩，为中国再添标志性的精神动力。但东

京奥运会仍存在两大风险点：1）因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要求，且有效疫苗和特效药研制尚无法达成大规模实

际应用，部分国家不愿派队伍参赛，或导致国际奥委会和

日本组委会不得不做出取消举办的决定；2）东京奥运会

期间可能出现部分观众和国外教练员、运动员做出不理

智言行，产生严重的临场干扰问题，影响参赛体育代表团

的整体表现。

防范对策：1）制定东京奥运会取消的预案，同时启动

2024 年巴黎奥运会的备战工作，安排好两届奥运会的有序

衔接；2）研究制定东京奥运会突发政治外交事件的处置预

案，防范蓄意挑起的争斗；3）制定东京奥运会临场抗干扰

工作预案，模拟干扰环境，强化有针对性的抗干扰训练，做

好赛前、赛中的运动员心理调适工作，确保完成参赛任务。

3.1.2 2022年北京冬奥会筹备与举办中可能遭遇的风险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将在一个更加动荡不安的国际环

境下举办。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举办更突显北京冬奥会在

履行举办国国际责任，展现全球领导力的价值。2022 年

北京冬奥会作为新冠肺炎疫情后中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

活动，必须迎难而上、坚定信念、凝聚共识，举全国之力办

好这届盛会。但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举办也存在较大风

险：1）人为的恶意破坏。某些国家或组织出于某些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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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抵制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2）新冠肺炎疫情

常态化带来的风险。2022 年北京冬奥会是在流行性传染

病极易发生的冬季举办，倘若届时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

防控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彻底解决，2022 年北京冬奥会仍

有可能面临延期举办、取消举办或压缩规模和时长有限

举办 3 种可能。

防范对策：1）坚持底线思维，做最坏的打算，制定因

主客观因素造成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延期举办、取消举办

或压缩规模和时长有限举办 3 种可能情景下的预案，防患

于未然；2）主动加强与国际奥委会、各国际冬季运动项目

联合会的沟通与合作，支持其应对因疫情出现的财政危

机和办赛困难，更多承担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责任

和义务；3）积极争取各冬奥参赛国政府和国家奥委会的

支持，特别是欧洲各主要冬奥强国的支持，利用中国冰雪

产业市场规模大、消费潜力大的优势，增加对这些国家在

冰雪运动装备器材用品、技术服务等方面的购买，帮助其

优势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市场力量冲破意识形态阻隔；

4）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奥委会合作，制定最为科学的冬

奥会应对流行性传染病的工作流程，并与世界著名保险

公司合作，开发专项险种，增强参赛国信心，谨防部分国

家、部分运动员以生命安全得不到保证为由拒赛、退赛。

3.1.3 政府财政拨款不增反减带来的问题

李克强总理在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各级

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

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 50% 以上”。新

冠肺炎疫情带来全球经济严重衰退和中国经济放缓，“十

四五”时期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面临较大压力，各级

财政拨付的体育事业经费不增反减的可能性很大，同时叠

加体育彩票销售下滑、疫情防控常态化影响体育产业投资

与消费，体育事业单位、运动项目协会、职业联赛和俱乐

部业务创收能力减弱，经费不足问题凸显。未来几年，体

育发展资金不足或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表现为重点任务

要获得增量资金的难度加大，一般性行政事业经费不增反

减，体育行业人员的工资、奖金、福利水平下降，由此带来

重点任务保障不力、公共体育服务提供水平下降、行业士

气下滑、改革创新能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防范对策：1）对事关国家战略和发展大局的重点任

务，如东京奥运会备战经费，2022 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的筹办和备战经费，以及带有国家战略意图的国际体

育交流活动经费，要积极争取中央财政的支持，确保重大

专项经费按时拨付使用；2）根据体育行业特点，落实非急

需非刚性支出压减任务，清查各类结余、沉淀资金，保重

大任务专项、保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保人员基本工资和福

利，同时在全行业倡导厉行节约，严禁铺张浪费，把每一

笔支出都用在紧要处；3）要大力发展体育产业，推动要素

的市场化配置，扩大体育领域对外开放，优化体育营商环

境，保护体育投资者和体育消费者合法权益，鼓励各类体

育事业单位、单项运动项目协会和其他体育社会组织在

确保收支两条线的基础，面向市场开展专业技术服务，增

加市场营收，弥补事业经费不足。

3.1.4 常态化防控让体育难以正常开展

体育的魅力在于线下的运动体验和互动娱乐，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改变了体育的生存和运行方式，给各

类运动的开展预设一定的前提条件，影响体育运动可持

续发展。1）难以保持合理社交距离的运动项目，如身体

接触的对抗项目、集体球类项目遇冷；2）大型体育赛事、

职业赛事组织难度加大、成本提升，限制观众人数、空场

比赛成为常态，体育赛事整体的活跃度大幅下降；3）各类

体育机构因组织开展体育活动的工作量和成本加大，承

担追责风险上升而不愿组织活动；4）体育赛事和活动萧

条，减弱体育与经济社会的互动性，体育从经济社会获取

资源的能力下降，依托社会的大众体育和依托市场的职

业体育维持运营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防范对策：1）国家级运动项目协会应尽快组织相关

领域专家制定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本运动项目训练、竞

赛工作指南，严格执行防控流程，保障所有运动参与者的

生命健康安全；2）国家体育总局和各运动项目协会要精

简体育赛事，对保留下来的重大和关键比赛，要将报名、

检录、赛前领队会、新闻发布会、赞助商答谢会等环节向

线上转移，同时调整竞赛规程，优化赛事编排，尽量减少

比赛期间的人员集聚规模和频次；3）职业体育联赛要研

究控制观众人数和空场比赛的应对办法，研发网上互动

直播和电子看台的新模式，寻求安全可靠的低位运行办

法；4）大力扶持和组织开展可以保证安全社交距离的居

家健身、户外运动，推动可穿戴装备的使用和数字化、视

频化、游戏化呈现，带动运动场景线上与线下融合；5）加

大线上竞赛产品、培训产品研发，推动智慧体育发展。

3.1.5 体育产业增速放缓

疫情防控常态化对我国正在快速成长的体育产业会

带来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风险：1）体育产业低增长，投资遇

冷、消费受限；2）中小微体育企业倒闭过多，失业人数上

升，产业链、供应链断裂，债务纠纷加剧；3）冰雪产业遭遇

季节性困境，生存愈加困难；4）职业联赛无法按正常的商

业模式运营，赞助商流失，票房损失加大，部分职业俱乐

部无奈退出；5）体育事业单位、运动项目协会和其他社会

体育组织经费自给率下降，业务运转困难。

防范对策：1）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加强与当地政府

的协调沟通，确保各类体育企业平等享受国家和地方支

持企业复工复产以及帮助中小微企业纾困的各项政策，

谨防体育产业在各级政府能见度低，造成广大体育企业

无法平等享受各项优惠扶持政策情况的出现；2）国家体

育总局要会同财政部在彩票公益金支出中增设冰雪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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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救助资金，根据各类冰雪企业承担 2022 年北京冬奥

会的任务、上年度上冰上雪的人次以及预估因疫情造成

的经营损失等，给予必要财政补助，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

成功举办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实现“3 亿人上冰雪”战略

目标造成的冲击；3）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加大对社会组

织和市场机构政府采购的力度，对组织群众性体育赛事

和活动给予支持，确保重大活动和品牌赛事不停摆、不缩

水；4）协调教育、城管、园林、水利等相关部门，进一步推

动各类公共体育场馆和城乡公共空间向体育服务企业开

放，减免租金，促进体育服务消费回暖；5）各类体育企业

都要研究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运行办法。冰雪企业要研

究非雪季运营的补救办法，创新四季运营的产品结构和

运营模式。运动健身、体育培训、体育场馆、体育旅游运

营企业要研发线上产品，做好网上服务和社群沟通，最大

限度地留客、蓄客，抢消费反弹的竞争性机会。职业联赛

的运营机构要做好联赛限制观众人数和空场比赛方案，

通过电视、网络直播等弥补损失。体育用品企业要强化

和优化网上销售渠道，通过直播带货、VR 展示体验、线上

社群运维，提高线上销售占比；6）全行业都要努力推动体

育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要运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方面的新技术，推动运动场景感知

化、运动体验数据化、运动展示视频化、运动社交情境化，

弥补体育产业的脆弱性，推进体育产品和服务线上与线

下的融合、叠加与创新。

3.1.6 职业联赛遭遇财政困境

风险描述：1）联赛持续向好预期改变，运营风险增

大，赛事版权价值下滑；2）经济衰退，赛事赞助商、供应商

续约困难，解约不断；3）疫情常态化防控限制现场观看，

票房收入大幅下滑，同时联赛开发收入分成下降，俱乐部

收入锐减；4）俱乐部投资方遭遇财政困难，无力继续支撑

俱乐部运营，俱乐部转让和退出潮频现。

防范对策：1）在职业联赛遭遇整体困难，自身无法克

服和应对的前提下，中央财政给予一次性专项补贴，谨防

联赛长期停摆；2）与财政部、税务总局会商争取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期间，允许企业赞助职业联赛出税列支，稳住联

赛的赞助商、供应商；3）引导各地政府将购买职业联赛门

票纳入消费券扶持政策，鼓励球迷观看联赛；4）深化职业

联赛改革，推动联赛公司和俱乐部减支、降薪，提升联赛

和俱乐部自我生存能力。

3.1.7 青少年体质下滑、后备人才选拔困难

风险描述：1）中小学体育课和每天 1 h 课外体育锻炼

普遍受影响，青少年身体活动量不足；2）线上教学和居家

时间增多，久坐和用眼卫生问题突出；3）举办青少年体育

赛事的风险增加，竞赛规模、数量、质量下降；4）各类业训

和社会体育培训遇冷，后备人才选拔困难。

防范对策：1）教育行政部门要组织力量编制常态化

防控下的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和校园竞赛的工作指南，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组织学生开展体育锻炼和竞赛；2）

体育行政部门要组织力量制定业训和社会体育培训机构

疫情常态化防控下的指导意见，明确责任，加强监督，打

消家长对孩子参加业训和体育培训的顾虑；3）鼓励各类

企业开发面向青少年的居家健身产品和线上竞赛产品，

特别是深受孩子们喜爱的体感游戏类产品，推动青少年

居家健身数字化、游戏化、竞赛化；4）打造基于教育系统

的业训新体系，将体校教练纳入教师系列，支持中小学成

立青少年运动俱乐部，建立和完善体教融合的全国性青

少年竞赛体系；5）加大对组织和运营青少年体育赛事的

社会组织和市场机构的政府采购，完善社会力量输送后

备人才的奖励机制。

3.2 机遇点及其把握的策略

3.2.1 科技革命产生的巨大驱动力

科技革命是赋能体育发展的核心引擎。“十四五”时

期，我国将处于科技革命加速向产业变革渗透的关键时

期，以 5G 为核心引擎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

大数据、物联网都将处在革命性应用的爆发期。加速体

育领域新科技革命成果的创造性应用，将整体带动数字

体育、智慧体育的全面实施，极大支撑体育高质量发展。

把握策略：1）围绕科技创新应用组建新平台。国家

体育总局相关主管部门联合相关部委和重点科技企业组

建数字体育协同创新应用中心，统领数字体育建设与应

用；联合相关部委和重点企业组建智慧体育协同创新中

心，统领智慧体育的创新应用；联合相关部委和重点单位

组建体育生物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统领运动生物技术和

运动健康促进的科技应用；2）优化布局，拓展体育科技创

新发展空间。支持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建

设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区域性体育创新中心，支持重点

体育企业建设国家级体育科技创新实验室；3）加强体育

科技应用基础研究，培养创新型体育科技人才。推动以

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为龙头的重点体育院校设

立体育工程学院、数字体育学院、体育生物技术应用学

院，加强体育前沿科技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培养相关专

业技术人才；4）建设数字体育基础工程。以中国体育用

品业联合会和中国体育场馆协会为依托，联合物联网运

营的重点企业，对全国所有体育场地器材进行数字化改

造，搭建 5G 应用新场景，创设数字时代体育媒介营销新

库存。

3.2.2 健康中国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机遇

“十四五”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和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

制，给体卫一体、体医融合带来了新机遇、新空间，体育服

务民生的价值将大幅提升。

把握策略：1）协调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建立全民健

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推进协同机制，制定“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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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工作计划，破解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切实将全

民健身纳入全人群、全周期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2）建立

社区医院与社区体育中心的信息共享机制，推动社区医

院医师开具运动处方，社区体育中心和其他获得论证的

商业机构执行联动机制，在有条件的地区推动建设社区

运动健康促进中心，打通并夯实体医融合、非医疗健康干

预的基层联结；3）推动将慢病防治运动干预手段，纳入医

保报销，充分发挥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民族传统运

动功法在治疗慢性疾病中的特殊作用；4）推动将各类公

共体育设施建设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国家

公共应急体系建设项目。

3.2.3 体教融合的战略机遇

2020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简

称《意见》）拉开了“十四五”时期打赢体教融合攻坚战的

序幕。体教融合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体

育和教育发展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和重要改革事项，关

乎全面建设体育强国、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国家和民族

的未来。

把握策略：1）将全面贯彻《意见》作为考核各级体育

和教育行政部门履行政治责任的指标；2）除少部分中小

学确无开展条件的项目，体育行政部门要全面推动基础

业训进学校，帮助中小学广泛建立各类运动俱乐部，建立

健全以教育部门为主导、体教共管的业训新体系；3）以强

化竞技教育为抓手，完善面向全体学生的青少年竞赛体

系，突出竞赛的育人功能；4）推动体育文化、项目文化进

校园，鼓励和引导高水平运动队和体育明星进校园，履行

社会责任，发挥榜样和激励作用；5）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大中小学相衔接的体育特长生升学和奖励制度。

3.2.4 区域协同和城市发展催生的机遇

“十四五”我国区域协同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将进

一步加速，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会向纵深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

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会持

续加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带动作用会显著增强，打

破了以行政区划发展体育的既有格局，给“十四五”体育

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新空间、新动能。

把握策略：1）国家体育总局制定区域协同发展体育

行动计划，推动区域体育发展政策协同、资源互补、市场

互通、产业联动，支持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率

先发展、创新发展，其他区域特色发展、跟进发展；2）构建

以中心城市为关键节点的新型体育发展格局，释放中心

城市体育发展的巨大能量，支持中心城市兴办职业体育

和举办重大体育赛事，充分发挥体育在完善城市功能、活

化城市空间、提升城市生活品质、传播城市影响力和美誉

度方面的独特作用；3）选择一批综合实力强的区域中心

城市开展数字体育、智慧体育、场景体育、共享体育的试

点，推动体育高质发展、创新发展。

3.2.5 体育产业逆势发展的机遇

受全球经济的连带影响，未来几年全球体育产业出现

整体衰退的概率较大，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也会产生一

定冲击，但也存在一些难得的机遇，需要善加利用，主要

包括多业协同发展、优质体育资产并购、职业体育深化改

革，以及中国体育装备用品“走出去”等方面的机会。

把握策略：1）新冠肺炎疫情后线下服务业抱团取暖、

多业协同发展必成大势。体育行政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

共同出台“体旅文商农”协同发展、融合发展的促进政策，

体育企业要主动发力，积极探索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

商业模式、营销模式，弥补体育产业消费连接不畅、变现

渠道单一的短板；2）把握国际体坛优质资产价格下滑的

机遇，放开国内企业并购国外职业俱乐部、品牌赛事 IP 的

投资限制，鼓励国内体育企业开展国际并购和聘用国际

高水平的研发、营销和运营管理人才；3）利用我国体育装

备用品物美价廉的优势，引导体育企业利用多种渠道积

极拓展国际市场，提升市场占有率；4）把握疫情对职业体

育冲击的窗口期，推动职业联赛改革，推动职业联赛可持

续发展；5）利用我国 5G 商用和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的优

势，引导体育企业研发线上健身、培训、竞赛的新产品，创

新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体育运营新模式。

3.2.6 服务国家外交战略的机遇

“十四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将更加动荡、更

为严峻。体育国际交往作为人文交流中意识形态最弱的

项目，在促进民心相通和释放善意方面具有独特作用，

“十四五”期间体育服务国家外交战略的需求将大幅

上升。

把握策略：1）尽最大努力确保东京奥运会取得好成

绩，在疫情后全球最盛大的国际活动中展现中国力量、中

国形象；2）积极与国际奥委会、各国际冬季项目运动联合

会和相关国家奥委会沟通，确保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顺利举办，完成“双彩”任务；3）对遭遇困境的国际体

育组织，应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4）适度增加对全球发展

中国家和地区的体育援助，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彰显负责

的大国形象。

4 结语

“十四五”时期我国体育发展面临着更加纷繁复杂的

内外环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准确研判国内外体育发展环境与风险，坚持以

人民发展为中心，实事求是、遵循规律、着眼长远、统筹兼

顾，加强风险防范，审时度势，把握好战略机遇。坚持底线

思维，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对挑战，在创新、协同、绿色、

开放、共享中把握新机遇，实现新发展。
（下转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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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民法典》与体育强国建设

Abstract: The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ll enable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powerful country to be further aided and guaranteed. The excavation, understand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body”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erformance of the Civil Code and the value of sports, and the supremacy of the Civil Code on the
right to life and health is fully consistent with the value of sports. In terms of clarifying the ownership of various types of sports
facilities, security obligations and meeting the physical health needs of special groups, the Civil Code will further promote and
safeguard sports for all activities. In the field of competitive sports,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Civil Code will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athletes’property rights, the reform of various sports associations and the management of professional sports.
Through a complete set of market trading rules, the Civil Code will provide stable behavior expectations for the sports industry
entities engaged in market behavior, and provide more channels and possibil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intangible property rights. Future amendments to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Physical Culture and Sports
can be effectively linked with the Civil Code to form special private law rules for adjusting special civil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in
the sports field. In the sense of promot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he Civil Cod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werful country of sports can achieve an organic unity.
Keywords: the Civil Code; sports powerful country; sports for all; competitive sports; sports industry; sport law

（上接第8页）

参考文献：

鲍明晓 . 2020.“新冠疫情”引发的国际政治变动对全球体育的影响

与中国体育的应对之策［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46（3）：1-5.

鲍明晓，2020.严防体育产业“炎症风暴”［EB/OL］. https：//www.sohu.

com/a/374906209_114977.

鲍明晓，2020.疫情改变不了中国体育持续发展［EB/OL］. http：//www.

sportsonline.com.cn/n1/2020/0407/c401891-31663887.html.

陈向阳，2020. 2020 年国际形势展望［EB/OL］. https：//www.sohu.

com/a/399371197_316518.

国政学人，2020. 12位全球顶尖思想家预测：新冠疫情之后，世界秩序将何

去何从？［EB/OL］. https：//think.sina.cn/doc-iimxxsth2378913.d.html.

秦 塑 ，2020. 生 于 忧 患 ，死 于 傲 慢［EB/OL］. https：//xueqiu. com/

7001689171/146196822.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Sports Development in China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BAO Mingxiao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China will face more complicated and
changeabl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new reality that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ill tend
to normalize, this article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impacts of the new changes i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international spor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as well as the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brought about by these changes.
In addition, the countermeasures of related problems have been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The main points are as follows: during 14th
Five-Year Plan, risk poi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China will increase precautions will be hard to make, but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good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will continue to emerge. Therefore, it requires us to adhere to the bottom line of thinking,
maintain strategic determination, actively respond to challenges, grasp new chances and realize new development in reform,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and sharing.
Keywords: the 14th Five-Year Plan; sport development;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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