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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调研、逻辑分析、法解释学等方法研究投资者如何与运动员分享其人格要素商品化利益问题。

我国体育管理部门或项目协会长期以来已经对支配权利益分享模式形成路径依赖。鉴于该模式在配套衔接我国人

格权立法一般规定、平衡保护运动员人格利益方面的局限，有必要进行制度创新，确立请求权利益分享模式。请求权

模式将人格要素商品化权属配置给运动员，与运动员有隶属关系的投资者依法享有该权属之优先使用许可，其他投

资者依约定可获得许可使用之请求权。运动员人格要素商品化使用中发生的权利冲突，应通过个案衡量、平等商谈

等方法解决。研究对平衡投资者与运动员财产利益关系，调动社会多元主体参与运动员培养积极性，推进竞技运动

人才培养方式改革，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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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体育改革的深入推进和竞技运动商业化的

快速发展，运动员特别是知名运动员通过姓名、肖像等人

格要素商品化取得财产利益的活动日新月盛，与此相伴

的法律纷争也不断增多。姚明肖像权案件、易建联“球鞋

门”纠纷、宁泽涛广告代言事件等典型事例，引发业界的

持续关注。谛视纷争，其不同表象背后汇聚着一个共识

性的焦点问题：为培养运动员贡献了人、财、物力支持的

投资者如何与运动员分享其人格要素商品化的财产利

益？这关乎运动员与投资者的利益平衡与保护，关乎社

会多元主体参与运动员培养的积极性，是新时代积极推

进竞技运动人才培养方式改革、加快实现体育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作为积极回应，国家体育主管部门先后制定了多部调

整运动员商业开发活动、界分运动员人格要素商品化权

属的规范性文件。尽管这些文件针对的是国家投资培养

的运动员群体中更具商业开发价值的国家队运动员，但

基于文件制定主体在体育行政管理体系中的权威性，其

规范内容对国家投资培养的其他运动员亦具有重要的参

照价值。这些动态演进的规范性文件一以贯之地体现了

体育主管部门关于分享国家投资培养的运动员的商业开

发利益的基本思路：将特定的运动员人格要素商品化权

属配置给运动员培养单位等投资者，由其直接支配以分

享相应收益。这一制度设计考量了我国运动员特别是专

业运动员主要由国家投资培养的特点，但在配套衔接我

国人格权立法一般规定、平衡保护运动员人格利益等方

面，仍然存在价值取向上的偏离和逻辑构造上的疏漏，值

得商榷。

1 我国运动员人格要素商品化相关制度分析

人格要素商品化，是指把人格的某些要素运用到商业

中，使商品与人格发生联系，提高商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马俊驹，2009）。与一般自然人相较，我国运动员人格要

素商品化更具特殊性、复杂性。一直以来，我国实行以

“三级训练网”为基本模式的运动员培养机制。国家出资

举办的各级培养单位在提高运动员竞技水平、获得比赛

成绩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的支持。据此，在商业

开发过程中，国家及培养单位以投资人的身份要求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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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共有运动员人格要素商品化利益，似不悖自然法则和

公平原则。这一法律观念在 20 多年来我国体育主管部门

颁布的专门规范性文件中贯穿始终。

1996 年，原国家体委《关于加强在役运动员从事广告

等经营活动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1996 年《通知》”）规

定，在役运动员的无形资产属国家所有，在役运动员必须

经组织批准，方可进行广告等经营活动。按该文件精神，

人格要素商品化权益等在役运动员的无形资产均应归属

国家。1998 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关于重申加强在役运

动员从事广告等经营活动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1998 年

《通知》”），对其过于严苛的内容进行了调整：在役运动员

从事商业广告的，经营收益按不低于 70% 奖励运动员、教

练员及其他有功人员，其余部分留作单项体育协会发展

基金。应当注意，该文件虽然允许运动员获得相当比例

的商业广告经营收益，但其法律性质是奖励。也就是说，

收益的原始归属仍是国家而不是运动员个人。2001 年

《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工作规范化有关

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2001 年《通知》”）进一步规定，运

动员广告收益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原则

上应当按照运动员个人 50%、教练员和其他有功人员

15%、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的项目发展基金 15%、运动员输

送单位 20% 的比例分配。明确的观念转变始于 2006 年。

2006 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关于对国家队运动员商业活

动试行合同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2006 年《通知》”）强

调，就多数运动项目而言，运动员无形资产的形成，是国

家与集体大力投入、培养和保障的结果，也离不开运动员

的努力。运动员商业活动中价值的核心是无形资产，包

括其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按该通知精神，国家队运

动员人格要素商品化权益应该为国家、集体和运动员个

人“共同所有”。2019 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关于进一

步规范商业开发活动的意见》（以下简称“2019 年《意

见》”）出现了确认人格要素商品化权益归属于运动员个

人的表述。2019 年《意见》规定，各单位与每名拟加入本

项目国家队的运动员、教练员签署入队协议，应明确约定

运动员、教练员同意将自己国家队运动员、教练员名义的

肖像使用权让渡给单位用于集体商业开发。商业开发收

入应向让渡使用权或参加集体活动的运动员、教练员给

予一定比例的肖像权使用费或劳务费。2019 年《意见》还

规定，经单位同意，以个人名义从事商业开发活动的运动

员、教练员，其收入原则上全额归运动员和教练员所有。

这些动态演进的规范性文件呈现出以下特征。

1）适用主体为国家投资培养的国家队运动员。一直

以来，我国国家队运动员几乎均由地方各专业运动队输

送，具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身份属性，与培养单位存在人

身上的隶属关系。其与社会化培养的运动员不同，后者

与投资者之间主体地位平等，不必增加考虑层叠于一般

民事法律关系上的身份隶属问题，法律适用相对简单。

正如马克思（1975）所指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运动

员人格要素一旦商品化，进入市场领域，就应该遵循价值

规律，遵守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不再因运动员

或投资者身份差异而有不同。唯有如此，运动员人格要

素商品化利益分享机制才能广泛包容多元投资主体与运

动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吸纳多方社会力量参与到运

动员培养中来。因此，本文以国家队运动员这一复杂性

问题为切入点展开研究，“举重以明轻”，其内容也能参照

适用于社会化力量培养的运动员。

2）价值取向上实现由凸显集体利益到兼顾运动员个

体权利的转变。1996 年和 1998 年的《通知》皆强调运动员

人格要素商品化权益的“国家所有”，其商业利用、收益分

配均由国家主导，运动员没有参与权。2001 年《通知》在

收益分配层面出现兼顾运动员利益的表述。2006 年《通

知》有了一定突破，认可运动员对其人格要素商品化权益

的“共同所有”，明确运动员在收益分配上的缔约权，表明

开始承认运动员在商业开发中的主体地位。2019 年《意

见》在区分运动员以国家队名义和以个人名义从事的商

业开发活动的基础上，赋予运动员对其人格要素的特定

支配权，进一步体现对运动员人格自由的尊重和人格权

益的保障。

3）行使运动员人格要素商品化支配权以获得收益是

培养单位与运动员分享财产利益的基本方式。我国体育

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一系列相关规范性文件都特别关注

培养单位对运动员人格要素商品化的产权归属：或直接

强调原始取得，如 1996 年《通知》；或间接规定继受取得，

如 2019 年《意见》。现行 2019 年《意见》规定，应当以入队

协议方式明确约定运动员同意将自己国家队运动员名义

的肖像使用权让渡给单位用于集体商业开发。这实际包

含 3 个层面的规范内容：第一，运动员肖像使用权转让方

为运动员，表明运动员是其肖像权原初的权利主体；第

二，单位经协议约定继受取得运动员肖像使用权，表明该

使用权已经从运动员人格权权能中分离出来，为他人拥

有；第三，单位受让肖像使用权用于集体商业开发，表明

其可直接支配运动员肖像使用权，实现商品化利益。“取

得支配权-获得收益”，这一投资者分享运动员人格要素

商品化财产利益的方式，贯穿 20 多年相关制度设计的始

终，称之为支配权模式。

2 支配权利益分享模式的局限

支配权利益分享模式符合“谁投资，谁受益”原则，有

利于调动运动员培养单位积极性，具有现实意义。但置

于我国人格权立法背景，其在遵循法律体系统一性和维

护运动员人格利益方面均有难以克服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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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支配权利益分享模式在遵循法律体系统一性上的局限

基于对近代哲学“人是目的，不是手段”道德律令的

信奉，传统人格权法坚持人格的非财产属性，认为人格权

是主体对人格要素享有的精神利益，不可能被商业化利

用，否则将违背善良风俗，损害人的尊严（中国社科院民

法典工作项目组，2018）。按此观点，自然人人格要素并

无商品化的合法性，更遑论归属他人。然而，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的伦理属性，逐

渐外化进而成为人们借以谋求幸福生活的根据之一，从

而抛却了由人文主义所赋予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从纯粹

的理想世界进入现实的世俗社会之中了（田田，2015）。

这样，肖像、姓名、声音等可指示性要素可以进入商品经

济领域，成为人直接支配的对象。人格要素商品化顺应

了自然人尤其是优秀运动员等知名人士积极发掘人格上

的经济价值的社会趋向，人格权包含财产性内容的观点

逐渐获得共识。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人格权中财产性内容和精神

性内容的关系。围绕这个问题，出现两种代表性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商品化并不改变人格权的固有属性，仅仅

是在其原有权能基础上增加了经济上可以利用的内容。

因此，人格要素商品化仍需在人格权法的理论框架内解

释。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格要素商品化已经突破人格权

的非财产性，完全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财产权类型，主张

以财产权制度调整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姚辉，2011）。

与之相映，在多国法律实践中也逐步形成以单一的人格

权制度统一保护人格上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一元模

式，和在人格权外并行设立公开权等新型财产权利分别

保护人格上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的二元模式。前者以德

国为代表，后者以美国为典型。

人格要素商品化利益的法律确认始于美国，诞生于美

国法官为保护棒球运动员人格上的财产利益所做的历史

性判决。在“海兰案”（王泽鉴，2009）中，原告拥有某职业

棒球运动员授予使用其姓名与肖像的专属权利。该棒球

运动员之后又将此权利授予其经纪人，经纪人再将此权

利让与被告。原告主张其已经取得排他性权利，被告不

得使用该棒球运动员的姓名与肖像。主审本案的法官弗

兰克（Frank）意识到，在处理商业化利用他人姓名、肖像等

问题上，传统的旨在保护人格精神利益的隐私权制度已

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为此，他开创性地塑造了一种独

立于隐私权，具有可支配性、可让与性的新型财产权

利——公开权（right of publicity，国内亦译作形象权）。此

后，经尼莫（Nimmer）教授的力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萨

恰尼（Zacchini）案中的明确肯定，截至目前，在普通法上

承认公开权的有 11 个州，立法加以承认的有 19 个州（王

泽鉴，2009）。美国运动员培养采用市场主导方式，运动

员拥有其人格要素商品化的初始权利，因而与项目协会、

赞助商等主体可通过缔结契约，实现财产利益。在确认

公开权制度的诸州，运动员既可以许可他人使用姓名、肖

像等人格要素，也可以让渡公开权这一财产性权利获得

收益。

欧洲国家普遍未确立公开权制度，其立法和司法实践

始终未明确人格权中财产性内容的独立性。典型者如德

国，其联邦法院在 1956 年保罗·达尔克（Paul Dahlek）案

中，首次肯定了人格要素具有财产价值，权利人可以利用

人格要素获得财产利益。其判决认为，肖像权需经本人

授权于他人做商业上的使用。其后，德国又进一步肯定

姓名、声音等人格特征，亦有财产价值，构成人格权的财

产部分（王泽鉴，2009）。德国这种将人格要素财产利益

纳入人格权法统一保护的一元模式，同样适用于运动员

群体。在德国，运动员不可能将所谓美国式的公开权让

与他人，从而放弃对其人格要素的支配力。因此，平等、

自愿缔结契约，许可他人使用姓名、肖像等人格要素，是

德国运动员实现人格上财产利益的不二方式。

我国继受了大陆法系一元论人格权理论，认为人格要

素商品化旨在保护主体的人格标识或人的确定因素的价

值。它的产生以人格特质为前提，以人的情感、声誉、地

位为基础，这是区别于任何财产权利的本质特征（杨立

新，2006）。这一价值取向，在我国人格权立法实践中得

到一以贯之的坚持。我国 1986 年民法通则第 100 条关于

“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

用公民的肖像”的规定，就是在人格权制度框架内加以规

范的。这表明，我国自始就是以人格权统一调整人格精

神利益和财产利益，并未在人格权之外另行确立一项并

行独立的财产性权利。2020 年 5 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第 1 018 条进一步明确，自然人享有

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

己的肖像。第 1 023 条规定，对姓名等的许可使用，参照

适用肖像许可使用的有关规定。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

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第 992 条规定，人格权

不得放弃、转让或者继承。第 993 条规定，民事主体可以

将自己的姓名、名称、肖像等许可他人使用。这就以国家

法典形式肯定了我国人格权立法的一元模式。

人格权法具有普遍适用性。在一元模式制度框架内，

运动员人格要素商品化尽管具有财产内容，但仍然包括

在人格权中，“无法完全脱离人格权而单独存在”（王利

明，2005）。故其归属主体应始终为运动员本人，不会发

生变更。支配权利益分享模式确认运动员培养单位因投

资取得运动员人格要素商品化权益，这意味着运动员由

此丧失相应的支配权，该权益已然归于他人拥有。如此，

运动员人格要素商品化权益的全部或部分权能即与运动

员人格权发生分离，成为一种独立的财产性权利，具有了

可让与性。这样的制度安排与我国人格权法一元模式相

93



《体育科学》2021 年（第 41 卷）第 3 期

悖，未能遵循法律体系的统一性。

2.2 支配权利益分享模式在维护运动员人格利益上的局限

根据支配权利益分享模式，运动员人格要素商品化作

为独立的财产权归属于他人后，他人再利用时就具有直

接支配性和排他性，不必就如何使用肖像、姓名等征得运

动员本人同意，并可排斥包括运动员在内的第三人之不

当干预。使用中即便背离运动员个人意志，只要不违反

法律规定，运动员也难以有效制约。这样的制度设计不

利于维护运动员的人格利益。

肖像、姓名等可商品化的人格要素尽管具有财产属

性，但与传统财产始终具有的根本性区别在于其承载的

人格尊严等精神利益。每位运动员，无论其人格要素有

无市场开发价值，也无论市场价值大小多寡，都平等地享

有人格尊严。其人格利益受到法律的一体保护，不容侵

害。因此，运动员人格要素商品化并未改变其人格权的

性质，从根本上说，只是使人格权的内容和权能增加了经

济利用的性质，其本身的固有属性并未改变（王利明，

2013）。人格要素商品化不能脱离人格权维护人格尊严

的整体性能。若将运动员人格要素商品化作为独立的财

产权，单独突出公开权，可能不利于彰显其人格尊严的不

受侵害性价值（王利明，2013）。

进言之，运动员是体育精神的传承者，代表公平竞

争、健康向上的品质风貌。来自不同地域、从事不同项目

的运动员，往往还有其秉承的属地文化、项目文化。守护

精神家园，不仅是运动员维护人格尊严的私人诉求，也是

其捍卫体育运动永续发展的社会责任。依托体育精神、

运动技能、比赛成绩形成的美誉度，运动员的肖像、姓名

等人格要素才具有了经济上开发利用的价值。若将决定

运动员人格尊严的要素委由他人的意志去占有，一旦拥

有支配权的他人滥用，脱离精神利益支撑的财产利益则

行将不远。实践中，因运动员人格损毁，其代言商品价值

贬缩的实例并不鲜见。“国家队集体和个人商业开发应当

体现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不得从事与运动员身

份不符、破坏运动员公众形象、有损体育精神和违背体育

道德的商业活动”等规定，就关注到运动员人格上精神利

益对财产利益的制约关系。因此，将财产权与人格权相

分离，分别保护人格上财产利益与精神利益的制度设计，

不适合崇尚体育精神的运动员群体。即便在二元模式已

臻成熟的美国，在解决有关个体精神性利益和公开权权

利人财产性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上，迄今也尚未在判决

和有关文献中找到论述（Götting，1995）。

3 投资者与运动员分享人格要素商品化利益的新路径

美、德等国培养运动员的投资主体是社会力量，运动

员与投资者法律地位平等，双方缔结契约，明确各自的权

利义务内容，不存在产权归属及收益分配不明晰等问题。

与之不同，我国运动员特别是专业运动员主要由国家投

资培养，运动员与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较为复杂，一般

不是单纯的平等主体间的市场契约关系，往往具有身份

上的隶属性，容易因产权不清发生利益纠纷。因此，尽管

在人格要素商品化法律制度基本架构上我国与德国相

似，但如何分享运动员人格要素商品化利益面临的中国

问题，其解决之难度系数并非德国平等缔结许可使用合

同的方式所能比拟。并且，由于我国人格权立法并未接

受美国的公开权制度，故向投资者让渡财产权、支配权的

解决方式亦不可行。

支配权模式的局限性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催生了对

运动员培养者如何获得合理投资回报的新探索。诉诸法

律一般规定，投资者分享投资收益的方式不外乎两种：一

是取得财产直接支配权，如公司股东获得与其出资相对

应的股权、为发明创造提供物质技术条件的单位获得职

务发明专利权等；二是取得债权性质的请求权，如借款人

获得利息支付请求权、单位对完成其工作任务所创作品

的优先使用权等。长期以来，我国体育管理部门或项目

协会已经形成对第一种方式的路径依赖，虽在实践中不

断完善，但仍不免局限于其制度架构本身的“天花板”。

在加快实现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

应开拓性思考运用第二种方式解决投资者与运动员分享

人格要素商品化利益问题的新路径。

这个新路径的基本特征是在明确人格要素商品化权

属归于运动员的基础上，投资者以法定或意定方式获得

该权属之使用许可。与使用权继受取得不同，使用许可

仅仅是发生在投资者和运动员之间的债权请求权，不引

发产权归属的移转。其实现需要运动员的配合，不具有

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运动员作为所有权人，可直接利用

其人格要素取得经济利益；获得许可的投资者未取得直

接支配权，只能在法定或约定范围内对运动员人格要素

进行商业开发。这种投资者“取得请求权-获得收益”的

路径，称之为请求权利益分享模式。

请求权模式契合我国人格权法一般规定，具有适法

性。根据该制度设计，运动员许可投资者使用其姓名、肖

像等人格要素，系基于二者之间债的关系。根据债的内

容，可以是投资者仅具有自己使用权利，并不享有任何排

他权利的普通许可；也可以是投资者除了自己使用，还能

排除运动员之外任何人使用该权能的排他使用许可；还

可以是只有投资者一方使用，包括运动员在内的任何人

均不得使用的独占使用许可。无论是哪一种许可类型，

此项财产利益都是运动员人格权的一部分，没有分离出

来成为独立的财产权，也并未转让给投资者任其直接支

配。这种将运动员人格要素商品化利益置于人格权体系

内统一规范的方式，与我国人格权法的立法精神是一致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有关自然人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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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姓名权等规定，就采用了“许可他人使用”“许可使用”

等表述。这说明，请求权模式具有适法性，能够保证我国

体育专门性法规与一般人格权法律体系的统一、协调。

请求权模式兼顾对运动员人格利益的保护，具有合理

性。运动员人格要素的商业价值固然依赖投资者对其高

水平运动技能的培养，但运动技能及比赛成绩仅是人格

要素商品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此外，体态容貌、

形象气质、谈吐举止等运动员个性特征，也是影响其人格

要素商品化价值的重要因素。倘若将运动员人格要素商

品化规定为与其人格权相独立的财产权，转归由投资者

直接支配，容易忽视运动员个性特征的原因力与贡献力。

投资者一般也不会为刻意追求商品化利益而培养运动

员，其主要目的在于“生产”运动技能，争取比赛成功。运

动员人格要素商品化是在运动技能基础上的二次开发，

高水平运动技能是否附随产生高价值的商品化利益，并

非投资者培养运动员必然之结果。鉴于运动技能、个性

特征对运动员人格要素商品化价值的多因一果，且多因

之间枝蔓缠绕、不可分割，为平等保护投资者和运动员的

合法权益，既确认投资行为的正外部性效益，又坚持运动

员人格要素的固有属性，请求权模式不失为一种兼顾双

方意志与利益的合理选择。

4 请求权利益分享模式的核心内容

4.1 投资者对所属运动员人格要素商品化的优先使用权

请求权模式以明确人格要素商品化权属始终归于运

动员为前提。投资者只能获得使用请求权，不能超越运

动员本人意志与配合，直接支配其人格要素。获得请求

权的具体方式，是允许双方意定，还是选择法律规定，则

与运动员培养方式直接关联。

在我国，培养专业运动员主要依靠国家出资举办的各

级培养单位。培养单位与运动员之间一般具有人事关系

或劳动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训练条件、比赛保障、工资

津贴等福利待遇，后者履行与前者之间总括性的人事合

同或劳动合同，完成训练、比赛等工作任务。正是在劳资

双方合作中，运动员的人格要素才获得了商业价值。因

此，在我国人格权法制度背景下，不得不将人格要素商品

化权属赋予运动员一方的同时，必然要考虑如何实现投

资方的财产利益。基于平等保护劳资双方财产利益的需

要，投资者有权向运动员请求使用嵌入了其财产价值的

运动员人格要素。但是，考虑到培养单位与运动员作为

人事关系或劳动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其身份地位和缔约

能力存在事实上的不对等，若任由双方自由约定，可能产

生事实上的不公平，导致运动员对其人格要素商品化权

能的消极处分，要么是勉强达成意思一致却怠于配合，要

么是拒绝许可授权而另寻他用。因此，为避免零和博弈，

合理平衡具有隶属关系的投资者与运动员之间财产利益

的理性制度安排应当是对契约自由进行必要干预，以法

定方式明确投资者对其所属运动员人格要素的优先使用

权及具体内容。

依法确认单位对所属员工在工作范围内取得的某些

劳动成果享有优先使用权有立法先例可以遵循。在我

国，现行著作权法第 16 条规定，作者享有其职务作品的著

作权，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

用。在美国，其专利法中有“非典型性”职务发明的规定。

对于雇员从事的一般性普通工作，即没有通过事先的雇

佣合同或雇主明确指示进行发明创造的义务，但是雇员

在完成这一发明的过程中，占用了雇主的工作时间，利用

了雇主的物质技术条件，考虑到在职务发明成果中包含

了雇主的贡献，因此在雇员享有的专利权之外衍生了一

种归属于雇主享有的权利，即优先使用权（陈敏莉，

2012）。

借鉴国内外其他领域立法先例，结合我国运动员培养

实际，进行投资者对所属运动员人格要素优先使用权的

制度设计，应协调好 6 方面的内容：1）优先使用权仅适用

于有人事、劳动关系的投资者与运动员之间。相互无隶

属关系的主体间的投资与培养问题，属于一般民商事关

系，是否许可使用，如何许可使用，均由双方平等自由约

定。2）投资者优先使用权应当在集体商业开发范围内行

使。集体商业开发是指以单位名义，利用单位资源并由

单位承担责任的运动员人格要素商业性使用行为。此范

围之外，仍有运动员自行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其人格要

素的空间。投资者优先使用权不排斥运动员在与投资者

相同方式之外同时使用。3）投资者未经运动员本人同

意，不得向第三方转让优先使用权。优先使用权虽基于

法律规定产生，但其基本属性是请求权，依赖运动员的配

合。运动员基于人事合同或劳动合同，有义务配合所属

单位在法定范围内使用其人格要素，若使用主体发生变

更，运动员承担义务之基础则消失。4）投资者优先使用

权应有存续期限。其基于人事关系或劳动关系而发生，

始期、终期应与此对应。在隶属关系存续期内，单位有优

先使用权；隶属关系解除，该权利不应再负担于运动员之

上。5）实践中存在投资者分属不同主体的情况，典型者

如国家队运动员。这些运动员，尤其是奥运项目的运动

员，几乎全部来自专业运动队输送，人事关系在地方，国

家队提供训练条件、参赛机会及适当补贴。这就需要解

决投资者依法享有的优先使用权及收益如何在内部配置

的问题。就优先使用权而言，便于协调运动员训练比赛

与商业开发的关系，应配置给实际履行运动员管理服务

职责的国家队；经国家队同意，输送单位也可对运动员人

格要素进行集体商业开发。就上述使用所获的投资者收

益部分，首先应分出一定比例给予使用方（具体比例可由

不同运动项目协会等根据项目发展实际商定），以回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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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动员人格要素商业开发中贡献的人力与物力资源，

发挥引导、激励之功效；所余之收益，可依据国家队和输

送单位实际培养运动员的年数，按比例予以内部分配。

鉴于不同运动员培养及人格要素商品化中相关投资者贡

献力等情况殊亦，难以形成固定标准，为尊重各投资者的

利益与诉求，鼓励其在探索实践中通过沟通协调达成共

识。故倡导各方以运动员输送合同等方式平等自愿约定

优先使用权由谁行使、收益如何分配等内容。明确投资

方有约定者从其约定；无约定者，方推定适用上述原则性

规定。6）投资者行使优先使用权不得侵害运动员人格权

利。法律确认各种精神性人格权，即便其内容具有财产

因素，但仍然凸显人格尊严。财产属性是附属于人格利

益属性的，是从人格利益属性中派生出来的，在利用人格

权中的经济价值时，应当考虑到对个人人格尊严的保护

（王利明，2013）。

4.2 商业化利用运动员人格要素的权属边界

请求权模式将人格要素商品化权属配置给运动员。

作为“所有权人”，运动员可直接支配其人格要素获取经

济利益。同时，任何权利都具有边界。运动员职业和身

份特点是限制其人格要素商品化权属边界的正当理由。

首先，运动员的职业特点要求其应当遵守体育协会章

程，维护体育行业利益，尊重社会公序良俗。运动员是竞

技运动的直接参与者，其言行举止具体而鲜明地承载着

现代竞技运动的功能与价值。被全世界人民广泛认同的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其宗旨是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

林匹克精神——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相互理

解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

好的世界做出贡献（中国奥委会，2004）。这些精神理念

体现了运动员从事的竞技运动是具有教育意义，追求和

平、美好的当代正义事业。运动员有义务以身作则，笃定

践行，不愧于青年的楷模。据此，体育行业协会明确规

定，运动员不得从事与体育精神、运动项目特点相悖的商

业活动，如禁止运动员将其人格要素与烟草、酒类、含有

兴奋剂的食品相关联等。行业规范对运动员行为的自律

性约束，构成人格要素商品化的正当限制，运动员不得违

反，否则有可能面临纪律处罚。

其次，我国专业运动员是拥有事业单位编制的国家工

作人员，需按照岗位职责要求，完成训练和比赛任务。《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事业单位是国家为

了社会公益举办的社会服务组织。专业运动员受聘于培

养单位，享用公共资源，其身份即转变为利用专业技能为

公众服务的公职人员。他们和代表国家的公共部门形成

具体的公共服务关系。在法定职责范围内，运动员应秉

持国家利益优先原则，依法克减私人权利。从这个意义

上说，专业运动员商业活动应当征得所在单位事先同意。

当专业运动员商业性活动违反单位管理制度、损害单位

管理秩序时，单位有权加以制止，甚至给予行政处分。基

于深化体育改革的长远考量，我国竞技体育应打破行业

壁垒，走社会化路径。运动员不应被规训在封闭的训练

系统，而应广泛融入社会生活，获得身心和谐发展。运动

员人格要素商品化是体育社会化的重要举措，应在协调

好与训练、比赛关系的基础上得到支持和鼓励。

4.3 运动员人格要素商品化许可使用中的权利冲突

请求权模式明确了运动员人格要素商品化的归属主

体、使用主体，为投资者和运动员协调人格要素利用、分享

财产利益提供了基础性规范依据。但是，权利都具有相对

性。任何一种权利都存在运用和行使的适当与否问题（刘

作翔，2002）。在运动员人格要素商品化利用中，尽管投资

者与运动员都是在合法、正当、分别地行使权利，但由于各

自代言或接受赞助的产品可能存在市场竞争关系等，仍不

免发生权利冲突。

当运动员与培养单位发生权利冲突时，一种解决问题

的倾向是基于公共利益的权衡，认为运动员代表个体利

益，培养单位代表集体乃至国家利益，前者应当服从后

者。以运动员与所属国家队为例。按照《国家队人事管

理暂行办法》，国家队组成人员，除运动员实行选拔制外，

教练员、行政管理人员、医务人员、科技人员等均由对应

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聘任。运动员代表国家参加国际赛

事，还需经由相应的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履行报名和参

赛相关事宜。因国家队并非独立的法人实体，故运动员

与所属国家队发生的权利冲突，在法律上表现为其与国

家队所属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或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等体

育组织之间的法律关系。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或全国性单

项体育协会等体育组织又具有管理运动项目的公共职

能，这很容易使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冲突错位为个

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实际上，权利冲突是合法性、正当性权利之间发生的

冲突（刘作翔，2002）。由于权利体系没有位阶关系，其内

的各权利种类应是平等的（刘作翔，2002）。所以，解决冲

突的基本方式应当是在法律规范界定的权利边界基础上，

就个案进行具体的价值衡量，而不是预设一个诸如公共利

益大于个体利益的标准。具体到运动员人格要素商品化

许可使用中的权利冲突，可细分为两种类别：一种是投资

者有优先使用权的情形。优先使用权具有法定性，在其存

续期间，投资者一旦选定代言或接受赞助的产品，运动员

无论自己使用还是许可他人使用其人格要素，都不得与该

产品有市场竞争关系。基于对在先利益的保护，倘若运动

员于投资者拥有优先使用权的法定情形发生之前已经使

用了其人格要素，则在原使用范围和使用方式内可继续使

用，不受影响。另一种是法律未明确某一主体有排他性权

利的情形。此时，以合同形式明确各自权利行使范围是预

防和解决权利冲突的理性选择，可广泛适用于投资者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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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无隶属关系，或者虽有隶属关系但法定优先使用权不

再存续等情况。这种方法在国外体育实践中不乏实例。

如英超联盟球员雇佣合同规定，球员进入英超联盟后，其

代言与接受赞助的商标和产品不得与俱乐部代言的商标

和产品、俱乐部的两个主要赞助商或商业合作伙伴以及联

盟最主要赞助商的商标和产品相冲突与竞争。再如挪威

的一些体育协会，包括挪威足球联盟，在与球员签订的雇

佣协议中规定，球员可以签订 3 个赞助合同，只要这 3 个

合同与球队的赞助合同不冲突即可（刘进，2007）。以合同

形式约定权利边界，相较于行政管理方式，体现了对运动

员自由意志的尊重和权利平等保护原则的贯彻，契合竞技

体育培养方式的改革方向。在 2019 年国家体育总局颁布

的《意见》中，计有数十次用了“合同”“契约”等表述。这

意味着，平等商谈逐渐成为我国处理运动员人格要素商品

化中权利冲突问题的常态方法。

5 结语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提质增效、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

新时代。强体育需要强竞技，强竞技需要强人才。广泛

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充分调动劳动要素和非劳动要素在

高水平运动员培养方面的积极性，是进一步深化竞技体

育改革、完善运动员培养机制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条

件下，人格要素商品化恰为运动员和培养运动员的投资

者获得必需的经济激励提供了新契机、新方式。面对新

实践、新问题，转变观念，创新制度，探索一套与我国人格

权法一般规定相衔接、保障各参与主体公平分享运动员

人格要素商品化利益的善治规则，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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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aring Mechanism of Commercialized Interests of Chinese Athletes’

Personality Elements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Personality Right Legislation in Civil Cod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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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logic analysis and hermeneutics, this paper studies how investors share the
commercialized interests of personality elements with athletes. The study finds that Chinese sports authorities have formed a
dependent path on the “right of dominion” benefit-sharing mode for a long time. In view of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mode in linking up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Chinese personality legislation and balancing the protection of athletes ’personality interests, it is necessary
to innovate the system and establish the benefit sharing mode of “right of claim”. This mode allocates the commercialization right of
personality elements to athletes. Investors who are affiliated with athletes enjoy the right of priority according to law, and other
investors can obtain the right of claim for licensing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 The conflict of rights in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athletes’ personality elements should be resolved through individual case measurement and equal negotiation. The thesis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balanc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perty interests of investors and athletes, mobilizing the pluralistic
subjects of the socie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cultivation of athletes, and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the training method of athletes.
Keywords: athletes; investors; personality elements merchandising; property interests; personality righ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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