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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我国全民健身发展的形势要求、现实基础与
目标举措

史小强，戴 健*

（上海体育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上海 200438）

摘 要：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增进健康、增添幸福的基本保障，是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的重要内容，是党和国家到 2035年全面建成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的重要战略部署。当前，我国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已初步建立但仍有待完善，距离“高水平”和“高质量”发展还有一定差距，表现在全民健身相关政策效力有

待实践检验、高品质的全民健身需求与滞后的全民健身市场意识矛盾凸显、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需结构性失衡、社会

力量和市场机制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以及跨领域融合发展有待进一步深化等诸多方面。“十四五”时期我国全民健身应

重点围绕全民健身发展的均等化、融合化、智慧化、法治化等任务目标，将抓好全民健身政策落实、补齐全民健身供给

短板、深化全民健身融合发展、推动全民健身科技赋能、健全监督评估长效机制和培育弘扬全民健身文化作为重要举

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公民基本体育权利、满足群众多元化、多层次全民健身需求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全民健身发展新格局作为未来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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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规划在顶层设计、引领发展和设定目标任务等方

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十三五”规划收官和“十四五”开局谋划的重要时

期，有必要析局识势，把握国家发展面临的新环境和政策

改革新方向。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体育工作”和

“全民健身”的阐述不断增多，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

以来都是全民健身的宣传者和践行者，他多次在不同场

合讲述自己的运动心得，强调全民健身的重要意义。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全民健身事业高度重视，把推

动全民健身作为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举

措，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做出了一系列

新规划、新决策、新部署。

全面完成“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贯

彻落实好《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递

交一份满意合格的体育答卷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

全民健身工作的重要任务。“十四五”时期的全民健身事

业发展规划既是以往 5 年规划的总结和延续，具有长效性

和常规性，但又处在新发展阶段，必须面临发展内外部环

境的新变化和新特征。需要继续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

向、深刻剖析研判新问题和新趋势，理性合理制定新目标

和新任务，通过新的 5 年科学谋划和努力奋斗，逐步落实

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助力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

因此，在系统总结“十三五”期间我国全民健身工作

经验成绩和问题矛盾的基础上，尽早谋篇布局、思考并谋

划好“十四五”时期全民健身工作的建设思路和具体举

措，对更加准确地把握新时代全民健身发展内涵的深刻

变化，支撑全民健身迈向更高水平发展、提升百姓在全民

健身领域的参与感、满足感、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具

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 “十四五”时期我国全民健身发展的形势要求

全民健身“十三五”收官和“十四五”谋划，恰逢“两个

百年目标”转换交接、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不断融

合、基本公共服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等重要历史

节点。“十四五”时期我国全民健身发展面临多元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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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和新要求，在此期间新的重要的“变量”出现，使

“十四五”时期的全民健身规划尤其值得期待。

1.1 “两个百年目标”建设实现进程中，全民健身需要奋

勇争当“先进派”

第 1 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

时，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五”期间正是我国小康

社会从基本建成到全面建成、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建设

目标转换的历史阶段。作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

要标志，全民健身工作不能拖后腿，应坚持更高标准更严

要求，从中央到地方更应分析总结区域主要问题和影响因

素（戴健，2020），全面把握百姓全民健身新需求，结合《健

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体育

发展“十三五”规划》《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等

政策文件在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实施保障、监测考核等

方面建立落实长效机制，推动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鼓

励和引导全民健身资源向城镇和农村延伸，着力补齐农

村和城镇低收入人群、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

在全民健身方面的短板。“十三五”末，全民健身事业需要

取得明显进展，人群间、区域间、城乡间、部门间发展的融

合协调性需要进一步增强，确保全民健身“十三五”期间

工作任务如期完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体育

贡献”。

第 2 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年时，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建成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挥体育凝聚

人心、振奋精神的作用必不可少。可见，目前需要在第

1 个“百年目标”实现的同时，要在全民健身领域提早谋

划，为将来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

基础。

1.2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及体育协会脱钩改革为全民健身带

来新机遇和新挑战

当前我国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以及长江经济带等

国家重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正在开启全民健身未来的巨

大机遇。一方面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全民健身提供

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新平台，有利于推动全民健身跨

地区统筹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异，促进发展成果惠及全

民。另一方面，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有利于全民健身发展

提质增效，通过机制创新推动不同主体间的密切合作，更

加充分地发挥区域内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的

优势作用，是实现全民健身资源整合、规模扩大、效益提

高、互利多赢的重要举措。

此外，“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体育协会大面积脱钩后

的第 1 个 5 年周期，其过渡工作的成效直接决定了脱钩改

革未来发展的走向。而在脱钩过程中，社会体育组织面

临机构、职能、财务、人事等方面的巨大变革，原本运行的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将在这一过程中调整、重构。

尽管《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等政策文

件的出台对组织脱钩做出了要求，但政府职能转移中组

织发展的保障机制尚不健全。在全民健身领域，虽然部

分地方政府已开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扶持社会体

育组织发展，但由于资金管理不到位，相关法律支撑不

足，存在购买过程缺乏监督、购买服务内容单一等问题，

使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社会体

育组织脱钩后，利益格局的协调、保障机制的建立、监督

管理的完善等都是“十四五”时期全民健身发展需要面对

和解决的问题。

1.3 “疫情防控常态化”特殊背景下，我国全民健身服务

需求显著增加

新冠疫情暴发后，居民个人健康防护意识提高，运动

健身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在防控疫情常态化背景下，

广大民众会持续运动健身习惯，居家健身服务有望迎来

新的春天，稀缺产品和服务将在市场中充分受益，倒逼我

国全民健身工作深入反思极端突发状况下的转型发展之

道（史小强，2020）。居家健身服务是我国全民健身服务

体系链条中十分重要的一环，是居民迈向主动健康生活

方式的最后一公里。毫无疑问，此次疫情对全民健身诸

多细分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出于疫情防控而采取的应

急措施也将长时间影响百姓运动健身的内容和方式，各

地方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服务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有理

由相信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中还将继续影响居民的生

活方式和健身需求。

由于疫情导致的经济下行压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

剧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财政资金缺口问题。国家体育

总局群众体育司（以下简称“群体司”）2019 年会同财政部

安排资金 2 亿元，支持中西部省份开展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行政村项目器材购置、器材更新，并提前预下达 2020 年资

金 2 亿元（郎维，2020）。此外，还配合发展改革委，利用中

央预算内投资 20 亿元，支持地方建设县级公共体育场、足

球场等场地设施。但目前我国还有万余个行政村（社区、

街道）没有建设健身场地设施，按每个行政村投入 10 万元

测算，实现健身场地设施全覆盖还需 10 亿余元，不少地区

（特别是贫困地区）由于本级财政紧张，在保障农民体育

健身工程设施维修更新过程中存在较大困难。

因此，在未来“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特殊背景下，全民

健身需要由“增强体质”向“健康促进”的新战略阶段进行

转变，发挥新的功能从而不断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

深度融合。在此期间，必须贯彻落实“以促进健康为中

心”的大健康观，发挥全民健身在促进人们健康幸福生活

方面的独特优势，推动体育运动蓬勃发展。必须推进“全

要素”整合。有效健全群众身边的体育健身组织、建设群

众身边的体育健身设施、丰富群众身边的体育健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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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群众身边的体育健身赛事、加强群众身边的体育健

身指导、弘扬群众身边的体育健身文化等“六个身边工

程”，推动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治理，满足百姓多样化、

多层次的需求（戴健，2020）。

1.4 国内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新变化，全民健身多元功能与

价值将充分彰显

人口结构变化。根据预算我国人口发展已经进入关

键转折期，2025 年，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超过 2.1 亿，

约占总人口数的约 15%（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20）。

我国在“十四五”时期人口老龄化将继续加速，且老龄化

与城镇化过程相互叠加，“未富先老”引发的公共医疗卫

生、基本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

大量的财政投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对全民健

身事业投入的稳定性。健康资源是我国经济起飞的主要

动力，没有健康的进步“人口红利”将缺乏基础。经过多

年努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成就显著，但与公众主动健康

需求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适应的矛盾比较突出。目

前，中国居民健康支出主要集中在后期的救治上。我国

一个人一生中在健康方面的投入，60%～80% 花在临终前

1 个月的治疗上。我国民众对健康管理不够重视，很少主

动体检，参与保健。此外，我国即将步入“人口低生育陷

阱”，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年龄结构失衡问题持续恶化，

这将造成全民健身发展步入供给压力增加和代际分担失

灵的恶性循环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劳动供给在特定

时期相对不足，社会投资和总需求相对下降，经济增长速

度放缓会对政府财力支出提出更高要求，全民健身作为

实现健康促进的有效措施，在如何通过全民健身活动，让

公众了解体育对自身健康的有益作用，形成健康的体育

锻炼生活方式，实现自我健康维护从“寻医问药”到“健身

锻炼”的转变，在形成治未病的自我身体维护理念方面发

挥的功能还不够。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由重型化的

工业制造业向轻型化的信息服务业转型，以及社会生产

的信息化、符码化和数字化，社会生产体系也相应形成了

轻型化、小型化和微型化的发展趋势（郑杭生 等，2006）。

生产力迅速提升的同时，“久坐少动”等不良现象成为人

们工作生活的常态，慢性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中国居

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 年）》数据显示，2019 年我

国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占总死亡的 88.5%，其中心脑血管

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比例为 80.7%，慢性病患

者基数在“十四五”时期仍将扩大。人民群众对全民健身

的健康促进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迫切。随着社会分

工的逐渐细化，生活节奏逐渐加快，困于工作、生活诸多

事务的多重挤压，人们的闲余时间被普遍压缩。如何在

参与时间缩减的情况下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需

要，是全民健身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此外，“十四五”

时期将是我国经济由中等收入迈向高等收入的关键时

期。根据国际发展规律，人均 GDP 的提高将推动享受型、

发展型消费的持续提高，服务业将出现爆发性增长。

2019 年，我体育产业总规模（总产出）为 29 483 亿元，增加

值为 11 248 亿元（国家统计局，2020），与发达国家相比还

有不小差距，但同时也为全民健身相关产业的发展留足了

市场空间。而在 2020 年中国体育产业峰会，根据《2020 年

大众健身行为与消费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我国全民健身

消费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在培育健康生活方式等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使其在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时期，释放

更大潜能。随着政府“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化、政策

体系的不断健全、市场运行机制的不断完善，全民健身相

关产业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战略机遇期，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多元健身需求与健身服务供给的市场化运作将在社

会经济的强大推力下相互促进，推动全民健身的繁荣发

展。全民健身作为助力体育产业发展的有效载体，在如

何通过全民健身活动实现公众体育消费理念和体育消费

行为的转型升级，推动我国体育产业规模扩大和结构协

调方面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王学彬 等，2019）。

1.5 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赋能全民健身服务转型升级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5G、AI 等现代信息技术

的迅速发展，社会信息化程度不断加深，全民健身发展被

赋予了更多的可能。首先，“十四五”时期全民健身服务

内容生产升级面临新的技术环境。例如，智能可穿戴健

身设备的普及实现了个体运动的实时监测，能够更大程

度地保障群众健身参与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坚持全民健

身服务内容为核心要素，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内容生产

核心优势，才能够满足人民高质量、多元化、个性化的健

身需求。其次，“十四五”时期的全民健身服务方式将进

一步提档升级。依托现代化信息智能技术，全民健身信

息服务平台的搭建将进一步缩小服务供给主体与需求主

体的时空距离，广大群众可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互

联终端，随时了解、获取包括场馆预订、赛事报名、技能培

训、健身咨询等在内的体育服务，提高了全民健身服务获

取的便捷性与匹配度。各地区全民健身数据信息的共融

共享将促进跨地域的资源共享与协同联动，并为全民健

身的发展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最后，“十四五”时期的全

民健身服务功能也将进一步升级优化。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满足人民运动健身需求，促进新型运动健身消费，提

供综合健身信息服务，实现百姓由被动接受服务区的客

体受众向主动参与全民健身服务的用户转变，由传统的

“要健身”向“想健身”的转变。坚持为社会治理服务，需

要进一步加强居家、网络、云端等运动健身场景应用开

发，满足百姓运动健身、健康咨询、科学指导、社区管理等

社会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体育健身企业发展，促进智能

化制造、柔性化生产，推动百姓运动健身消费升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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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十四五”时期我国全民健身发展的现实基础

2.1 “十三五”期间我国全民健身发展的主要成绩

2.1.1 持续强化理论学习，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制

度机制

一是进一步加强理论培训学习，对以人民为中心的体

育观进一步认识，有力促进了体育系统工作者的思想统

一。在“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内在指引下，党和国家基

于人民性做出了包括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建设

“健康中国”等在内的多项政策措施，从制度层面确立了

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让体育更好地造福于国家和

人民。为了加强学习领会，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加大工

作培训力度，不断提高群体工作者素质能力，组建了群体

干部培训工作团队，以多种形式举办各层级群体干部培

训班（张盛，2018），加强对全民健身的系统学习。通过学

习培训提升了对全民健身工作的认识站位，切实增强了

做好全民健身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是进一步强化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各部门齐

抓共管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工作发展机制。中央、地方

两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工作发展领

导机制建设，始终把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工作作为健康中

国、体育强国建设和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提高百姓幸

福生活水平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综合治理体制的形成，强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联动机制。

2016 年，全民健身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经国务院批准

建立，全民健身工作机制实现重大创新突破。国务院建

立了由 29 个部委组成的全民健身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

度。据统计，截至 2018 年 3 月，全国已有 28 个省（区、市）、

328 个市、1 723 个县建立由政府牵头的全民健身领导协

调机制（王莉 等，2015）。2018 年，经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

作协调小组批准，同意在“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

个人”表彰项目中增设“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全民运动

健身模范县（市、区）”子项目，实现“三级联创”新突破（赵

勇，2018），在全国范围内宣传与推广体育工作特色做法

和先进经验，发挥典型案例对全民健身发展的带动作用。

三是进一步丰富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政策体系。

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

群众体育的意见》，以补齐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短板为

切入点，多措并举，着力破解健身设施建设中存在的规划、

用地、审批、社会参与等问题，进一步加强健身设施建设，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此外还制定出台了

包括《“十三五”公共体育普及工程实施方案》《室外健身

器材配建管理办法》《支持社会力量举办马拉松、自行车等

大型群众性体育赛事行动方案（2017 年）》《关于实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全民健身指南》《京

津冀健身休闲运动协同发展规划（2016—2025 年）》等政

策文件。从中央到地方，多部门联动的政策体系更加健

全，为全民健身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全民健

身的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更加清晰。

2.1.2 全面实施“六个身边”工程建设，向党和人民递交

基本满意的“成绩单”

“十三五”期间，我国各级政府和体育主管部门认真履

责，初步构建了以全民健身“六个身边”工程为主要内容、

覆盖城乡、比较健全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服务水平

明显提升。健身场地设施得到明显改善，截至 2019 年

底，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2.08 m2，全民健身路径

82.35 万个，健身房 10.82 万个，健身步道有 7.68 万个，长度

达 17.93 万公里（国家体育总局，2020）。全国累计培养社

会体育指导员共约 250 万人，全国每千人公益社会体育指

导员比例达 1.79‰；各级各类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不断丰

富，每年参与总人数超过 1 亿人次，推动全运会赛制改革，

增设 19 个大项 126 个小项的群众比赛项目，吸引参赛群

众达数百万人，参赛年龄最小的 4 岁，最大的 93 岁，基本

实现了全人群覆盖；全民健身文化广泛弘扬，以影视、音

乐、诗歌、摄影等文化作品树立推广基层健身榜样，选拔

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健身健康品牌人物、品牌故事、品牌

项目，传播群众健身好声音；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初步

建成，“十三五”期间，各地区纷纷加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信息化建设，“苏体通”“蒙享动”“运动嘉”等一大批

地方性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相继上线。2020 年 8 月，由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

究所（以下简称“科研所”）组织开发的全民健身信息服务

平台正式运营，群众可通过平台查询场馆开放信息，进行

场地预订，观看赛事直播，从平台获取所需的体育资讯等

服务。这提升了健身服务获取的便捷性，推动了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的信息化、智能化发展。

2.1.3 扎实推进各项务实惠民举措，全民健身群众获得感

与幸福感显著提升

秉持“服务为民”原则，着力提升全民健身发展的人

民获得感与幸福感。“十三五”期间，仅在 2018 年国家体育

总局会同财政部共计安排彩票公益金 208 948.39 万元，共

支持地方建设社区中心 166 个、体育公园 115 个、健身步

道（包含健身步道、自行车道）154 条。为增强人民体质、

保障人民健康，改善人民生活质量，2018 年支持国家体育

总局科研所、运动医学研究所 700 万元，转移支付 14 省

（区、市）1 400 万元，开展医生开具运动处方培训等体医

融合试点工作，全民健身工作的便民、惠民性均得到显著

提升。编制《健身运动安全指南国家标准（GB-T34285-

2017）》《全民健身指南》《科学健身 18 法》等为人民群众的

健身参与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大力推行国家体育锻炼标

准，2019 年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华全

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广泛开展国家体育锻炼

标准达标测验活动的通知》（体群字〔2019〕95 号），要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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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通过多种形式，推动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深入实施。

针对青少年近视、肥胖等突出问题，推出了一系列易

学易会、操作性强的体育干预方法和内容，创编“青少年近

视防控操”并在全国进行推广。2018 年起，启动实施青少

年体育冬夏令营工程，组织开展各项目全国性、系列性的

冬夏令营，对参加冬夏令营培训的青少年评级发证，并指

导各地开展各项目的冬夏令营，建立完善了冬夏令营工程

评估指标体系，基本构建起国家、省、市三级联办的全国青

少年体育冬夏令营活动体系。据统计评估，2019 年，利用

彩票公益金支持全国举办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 3 591 个，

带动 86 万名青少年参加，青少年和家长对冬夏令营的满

意度达到 90.71%，带动 2.65 亿元社会资本投入，对相关产

业的经济带动效应达 8.22 亿元（国家体育总局，2020）。

2.1.4 坚持问题导向明确整改措施，全民健身绩效考核工

作真正发挥实效

一是全民健身领域工作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大

兴调查研究之风。从 2014 年开始，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

联合高校智库资源，先后出版了《中国群众体育发展报告》

《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一百问》等系列丛书。从

理论研究、走访调查、政策制度等方面转变了全民健身工

作方式，并设立社会体育指导员公益岗位、群众体育工作

信息化建设方案、“十三五”期间对公共体育设施项目、医

保卡、健身一卡通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调查研究，

并发挥全民健身专家委员会在决策咨询方面的作用。此

外，还召开全民健身科学大会和全民健身优秀论文报告

会，不断加强群体工作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张盛，2018）。

二是不断完善绩效评估制度，推动全民健身绩效治理

新实践。在各大新闻媒体的支持下，营造了更加浓厚的全

民健身氛围。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委托上海体育学院公

共体育服务发展研究中心，先后开展了《全民健身计划

（2011—2015 年）》《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实施

效果评估工作。2017 年，国家体育总局开展了对各地省、

市、县 3 级《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 年）》研制工作

的评估工作。评估内容主要包括：研制工作举措、提交时

间、出台数量、内容质量以及地方特色等方面的评估。评

估工作不仅有助于促进各地更好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而且

将为全民健身政策完善提供客观依据。此外，国家总局高

度重视新周期《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的研制工

作，邀请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地方体育部门的领

导和部分全民健身专家委员会专家多次召开会议，明确

《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研制工作思路和重点，

对新周期群体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专项研究。

2.2 “十四五”时期我国全民健身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2.2.1 “十三五”期间全民健身相关政策效力，有待“十

四五”时期的实践检验

随着全民健身、体育强国建设先后上升为国家战略，

全民健身的发展作为体育促进健康的重要支撑得到前所

未有的重视，一系列国家政策、规划及各级配套措施的颁

布，为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尽管我国全民健身主管部门不断加强全民健身政策

规划和制度建设工作，但在具体工作中仍然存在诸多问

题。一是指导标准及配置要求需要进一步细化。例如，

《“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等政策文件在

公共体育场馆开放、全民健身服务等方面列举了清单目

录，起到了方向引领的作用，但由于配套制度未能及时完

善，在指导各地方发展实践过程中缺乏能够测量、评价的

细化指标。二是政策执行评估监督亟待加强。民主参与

不足、第三方评估不规范、监督反馈机制不健全、群众获

得感指标涉及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全民健身发展绩效

评价向人民满意的转向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三是部分

政策颁布的时间点在“十三五”末期，政策红利释放需要

一定时间。例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

设施建设 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细化了地方城乡健身设

施建设专项规划或行动计划的内容、鼓励复合利用土地

建设健身设施、简化健身设施用地审批程序；进一步保障

社会力量投资建设的室外健身设施建成后 5 年内不得擅

自改变其产权归属和功能用途等内容（戴健 等，2019）。

“十四五”时期在政策支持和引导下，在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领域很多曾经遥不可及的设想有可能成为现实，但在

此过程中可能伴有诸多不可预见的阻力和问题，需要时

间检验其效力。

2.2.2 高品质的全民健身需求与滞后的全民健身市场意识

矛盾凸显

需求和需求管理是现代管理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理论

和实践问题。“十四五”时期我国全民健身需求随着经济、

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变化，呈现“高品质”的新特征。

全民健身需求内容的个性化，全民健身需求对象的差异

化以及全民健身需求质量的动态化，对我国“以人民为中

心”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带来了更大挑

战。伴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居民健康需求也随之

发生了转变——从局限于对疾病防治转向了对自身健康

水平与生命质量的关注（戴健，2020）。新健康观念深深

影响着重视身体健康的现代人，越来越多地居民选择通

过运动健身来调理身体、增强体魄、缓解身心压力。参加

不同的运动项目达到健身目的已经成为新的时尚和潮

流，成为人们追求健康的新趋势。“十四五”时期全民健身

发展规模、发展速度、向品质运动、品质健康的美好健康

服务转变，居民对体育健身服务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我国居民的体育健身需求将加速从“基本福利型”向“消

费休闲型”转变，因此不断丰富和拓展全民健身服务供给

内容和形式，在保障“基本福利型”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

给充足、公平的前提下，努力挖掘和宣传全民健身公共服

7



《体育科学》2021 年（第 41 卷）第 4 期

务的多元功能，通过政府购买和项目补贴等措施积极满

足居民“消费休闲型”体育健身需求成为未来全民健身服

务改革的必然趋势。这对全民健身服务提出了更高要

求，政府不仅要提供充足的服务，还要提供优质的服务。

与“爆发式”的高品质全民健身需求相比，我国全民

健身服务主体仍然缺乏市场意识，百姓也缺乏将需求变

为消费的内生动力。由于全民健身领域的社会、市场资

本进入与服务机构对接后的权责利问题依然未得到有效

解决，导致目前在我国全民健身领域，依然存在市场资本

准入门槛高、行政部门过度干预、社会办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机构专业无特长、技术无优势、人才不流通等问题，严

重制约和降低了政府购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例如，许多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组织团体、健身

指导平台因缺乏管理、运营人才难以持续发挥应有的服

务效益。部分老旧城区体育设施缺乏、老化，得不到及时

的补充与维护，成为全民健身的发展“盲点”。基层全民

健身设施的经费不足，管理、维护难度较大。因此，全民

健身服务供给侧尚未转到满足市场需求升级上来，这些

问题对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出了更

高要求，带来了更大挑战。

2.2.3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总量不断增长，但供需结构性失

衡问题依然存在

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取得成绩的背后，是百姓体育健

身消费结构、运动健身需求的不断升级。尽管我国制定

和颁布诸多政策旨在推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均等化建

设，但目前我国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资源分布依然在区

域、人群、城乡、内容等方面存在不均衡、发展水平差异大

的问题，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结构性失衡问题依然存在。

一是以区域作为主要变量来看，根据“十三五”期间

全国各省份（除港澳台地区）全民健身计划实施效果评估

调查的各项主要数据显示，中部、东北部和西部地区在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公共体育

场 馆 开 放 率 等 方 面 与 东 部 地 区 相 比 还 存 在 一 定 差

距（表 1）。

二是从城乡地区差异来看，城市在参加体育锻炼的人

数、体育场地设施、体育活动开展等方面都优于同地域的

农村地区。为全面评估《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

实施效果，根据其中“开展社会满意度调查”的要求，专门

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此次调

查为全国性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调查，时间

为 2019 年 8—12 月。调查在北京、上海、重庆、浙江、广

东、湖北、吉林、甘肃、云南、内蒙古，分层抽取了 30 个市

（区），共发放问卷 11 179 份，回收问卷 10 342 份，其中有

效问卷 9 449 份，有效率为 91.37%。从调查对象的居住地

来看：城区受访者的满意度（满分 100 分）高于乡镇受访

者，分别为 73.98 和 73.15（表 2）。不同居住地受访者的体

育场地设施满意度得分均排名靠前，其中城区受访者满

意度最高（77.26）；体育健身指导满意度得分均排名靠后，

乡镇受访者满意度最低（71.72）。在不同体育锻炼参与人

群中，中青年人和老年人多、中年人普遍较少。从年龄段

分布来看，30～39 岁受访者中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

比例（36.97%）最低，而 50～59 岁受访者中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口比例（42.08%）最高，在 20～60 岁及以上年龄

段，随着年龄增大，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比例呈现波浪

式上升的趋势（图 1）。

三是调查结果显示，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六个身

边”工程内容建设中，体育健身指导与公众的健身质量和

健身效果密切相关。参加体育锻炼的受访者中没有接受

过指导比例为 75%。在接受过指导的 2 042 名受访者中，

曾经接受过专业教练指导的比例为 15.30%，接受社会体

育指导员指导的比例仅占 5.28%。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社

会体育指导员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各领域满意度评价

中，受访者对体育健身指导的满意度得分排名垫底。此

外，体育健身指导领域各分项内容中，受访者对“获得健

表1 “十三五”期间不同区域全民健身发展部分指标差异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Some Indicators of National Fitness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地区

东部

中部

东北部

西部

全国

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人数比例/%

50.18

38.67

39.80

37.41

39.43

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m2

2.46

1.81

1.83

1.86

2.04

公共体育场馆

开放率/%

97.93

98.74

86.43

93.61

95.11

每千人公益社会体育

指导员人数/人

2.58

2.17

2.71

2.56

2.50

群众体育人均

事业经费/元

45.39

13.49

38.83

36.55

35.14

15分钟健身圈在

城市社区的覆盖率/%

97.85

97.31

97.83

87.39

94.01

注：资料来源于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实施效果评估前期数据；根据《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

见》以及党的十八大报告精神，我国最新经济区域（除港、澳、台）划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 4 大地区，表明东、中、西部经济区划分已不适

应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要求，区域由“三大地区”发展到“四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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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指导效果”满意度最高，“获得健身指导的方法”满意度

最低。这说明目前公众对体育健身指导的效果比较满

意，但体育健身指导的方法还有待创新。

2.2.4 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但市场

机制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

式，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满足人民多层次多

样化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十三五”期间，社会力量参与群众性体育赛事、大型体育

综合体建设、青少年体育发展、冰雪运动以及全民健身宣

传等服务供给方面均取得了新的成绩。例如，2017 年浙

江省温州市成为我国社会力量办体育的首个试点，该市

490 项市级以上赛事已全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交由

社会力量承办，政府购买服务金额达 7 680 万元。2019 年

上海城市业余联赛进一步创新，吸引 160 家企业和社会组

织参与办赛，同比增长 31%，共开展赛事活动近 6 000 场，

参赛市民 330 万余人次（戴健，2020）。此外，社会力量还

积极投入资本参与体育培训项目，以及采用与政府合作

的方式，建设与运营各类体育综合体。国家体育总局配

合发展改革委实施《“十三五”公共体育普及工程实施方

案》，投入中央预算内投资，对采用 PPP、公建民营等方式

建设的全民健身中心项目予以专项补助，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健身设施建设管理。“十三五”期间，大量社会力量和

市场主体投资冰雪运动，冰雪场地设施分布更加广泛。

按照 2017 年统计的滑雪场数据，冰雪场地设施已由过去

集中于东北地区发展为向全国范围分布，仅四川省就拥

有 17 家社会冰雪场地，全年参与冰雪运动超过 150 万人

次，直接带动经济效益 3 亿元以上（国家体育总局，2020）。

虽然目前我国社会力量参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

已经成为一股强大力量，但依然面临诸多问题，市场机制

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一是社会力量参与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的能力还有待提升。目前，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发展依

然高度依赖政府，缺乏自我“造血”能力，资金的来源主要

依靠政府财政资金，除了通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获取的

资金之外，尚未形成稳定的创收渠道。社会力量参与全

民健身在赛事组织、健身指导、经营管理等方面缺乏充

足、优质的专业人才，主要依靠原有的健身志愿者、退役

运动员、体育教师、跨界工作者开展业务，并在不同程度

上存在着依靠“热情”工作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社会力量参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二是社

会力量参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存在不均衡问

题。基层体育社会组织与全国性、地方性体育协会之间

不平衡。全国性体育协会的龙头作用，各级体育总会枢

纽带动作用有待加强，社区体育组织作用的发挥还尚在

探索之中；不同企业之间介入存在差异，总体表现为有实

力的大型企业与小型企业之间的不平衡。三是社会力量

参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依然存在制度障碍。尽管全民健

身的市场准入环境得到了进一步优化，但真正有利于全

民健身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尚未真正形成，鼓励社会、市

场主体参与的政策支持依然有待加强，落地程度不够，市

场主体的参与意愿仍未充分激发。例如，目前社会力量

利用非体育用地（如废旧厂房、公园绿地、闲置土地等）投

资运营体育场地，在获得土地使用权、办理项目规划许可

手续、出台土地规划建设指引及缴纳房产税和城镇土地

使用税等方面存在障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力量

参与体育场地设施投资运营。

2.2.5 全民健身融合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跨领域融合仍待深化

“十四五”时期要继续坚定不移贯彻新融合发展理

念，使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

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韩文

秀，2020）。随着人民群众健身需求的日益增长和多元

表2 城乡受访者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各维度满意度的分布情况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Satisfa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pondents to All Dimensions of National Fitness Public Service

区域

城区

乡镇

总体满意度

73.98

73.15

全民健身场地

设施满意度

77.26

75.78

全民健身组织

满意度

73.57

73.10

全民健身赛事

满意度

73.02

72.45

全民健身活动

满意度

73.11

72.33

全民健身指导

满意度

72.53

71.72

全民健身文化

满意度

74.41

73.52

注：资料来源于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结果。

图1 各年龄段受访者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比例图

Figure 1. Proportion of Respondents of All Ages Who Often Take

Part in Physical Exercise

注：资料来源于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社会

公众满意度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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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全民健身的发展要求不断提升，仅靠体育单一部门、

单一领域的力量难以完全破除越发复杂的发展难题，但

在目前全民健身融合发展能力亟待进一步加强。

目前，我国全民健身融合发展的领域还比较单一，深

度合作方面有待加强。主要表现在 3 个方面：1）对全民健

身的时代内涵还没有充分的认知和宣传，很多地方的全

民健身特色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普及和推广，全民健身

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忽视全民健身文化

在健康领域的前端地位。2）体育与文化、卫生、教育以及

旅游等跨部门之间的融合协同效能不足，合作不够畅通，

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地方政府在全民健身工作中由于

缺乏统一明确的制度设计，权限的不合理配置体现在原

本强势的部门没有受到“牵头部门”的“领导”和“约束”，

原本弱势的部门越发弱势没有行动能力。因此，目前这

种协同模式只能是一种依赖于外在政策和命令的“形式

上的协同模式”，不仅难以发挥协同治理的合力。当前，

“体医融合”的大健康观逐步树立，但体育系统资源服务

健康中国建设仍效率不高。我国健康管理组织大多缺乏

应有的专业技术人员，而大型国有医疗机构拥有大量优

质资源，在长期的保健实践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它们

的技术资源很多都用于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很少用于主

动健康管理和科学健身指导。体育系统已经拥有相对成

熟、完善、高效的运动康复及医疗服务，各项目国家队、省

队都配备专业医疗保障，如何把这一有效资源充分利用

和有效拓展，服务全民健身工作是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3）新技术在全民健身领域的应用效能还有待进一步挖

掘，科技创新链与全民健身服务链尚未形成有效对接。

全民健身领域的自主创新与国外体育领域存在一定差

距，缺少龙头企业，不同领域人才、技术、资源、资金等在

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壁垒仍然存在。

3 “十四五”时期我国全民健身发展的目标举措

3.1 “十四五”时期我国全民健身发展的思路与目标

3.1.1 基本思路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是“十四五”

时期全民健身工作的主线和目标。它是一项长期而复杂

的系统性工程，应该适应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和

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诉求，遵照

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基本导向，循序渐进地分步骤推进。

总体而言，“十四五”时期我国全民健身发展必须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续强化政府职责，形成党委

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全民健

身发展新格局，加快建设和完善覆盖城乡的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充分发

挥全民健身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多样化体育健身需求，为 2035 年全面建成体育强

国和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3.1.2 理念导向

一是要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立以实现人人共

享，普遍受惠为导向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改

革。始终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健身需求作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问题导向，补短板、强弱项，统筹

推进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国家战略，进一步明确构建更

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主线任务，形成系统

化、整体性的部署安排。

二是牢固树立以“美好生活”为基准的更高水平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理念。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的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需要不断提高质量和效益。判断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是否高质量，体系建设是否达到更高水平，关键是看

能否让人民群众在全民健身过程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十四五”时期全民健身发展需要顺应时代诉

求，丰富发展内容，稳固发展态势，提升发展质量，更要兼

顾城乡、地域差异，满足人民群众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

健身需求。

三是坚持融合创新发展理念，鼓励科技发展与智慧赋

能相链接。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科

技，积极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深化全民健身智慧

赋能，实现全民健身全要素数字平台一体化、健身设施信

息化、健身服务网格化。要从主要依靠集中资源投入的

粗放型发展模式向注重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的集约型发

展模式转变，以群众需求为中心，做优增量，盘活存量，避

免无效、低效供给，保障全民健身资源投入的持续效益。

3.1.3 “十四五”时期及中远期主要目标

到 2025 年，我国全民健身取得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

展。全民健身工作的体制机制更加健全，信息化程度大

大提高，“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

保障”的全民健身工作格局基本形成。

到 2035 年，建成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全民健身更亲民、更便利、更普及，人

民健康水平大幅提升，全民健身全面融入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建设新征程和第 2 个“百年奋斗目标”，成为体育强

国、健康中国建设的基础性支撑，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标志性事业。

3.2 “十四五”时期我国全民健身发展的举措建议

3.2.1 抓好全民健身政策落实，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法治是实现社会稳定和谐的关键措施，也是推动全民

健身国家战略落实，保障全民健身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

“十四五”时期，要牢固树立全民健身法治治理理念，加强

全民健身重点领域法律法规的立法与修订工作，持续规

范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加强全民健身领域各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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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执行的精准度和落实力度，科学分解任务，明确责任落

实。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建立政府

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监督管理体制。一

是针对百姓反映最强烈、舆论关注度最高的问题开展专

项治理。依法规范体育参与行为，对侵占体育场地设施、

生产假冒伪劣体育产品等侵害公民体育权益的行为进行

严厉惩治；依法明确体育参与过程的各方责任，做好纠纷

预防与化解工作，实现全民健身事业的有序发展。二是

通过法律形式提升全民健身发展工作在各级政府工作的

战略地位，进一步明确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在政府公共服

务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要明白对施政者的监督和管理

不到位，再好的政策实施也得不到良好的效果，也不会落

实落地惠民利民。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监督流程和考核

方法，细化政府和党组织在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步骤和

过程。各级地方政府和体育主管部门要在做好科学调研

和考察的基础上，对全民健身政策详加解读，制定好具体

实施的先后步骤，轻重缓急。

3.2.2 补齐全民健身供给短板，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

针对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存在的质量水平不高、发

展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等短板问题，按照我国确保基本公

共服务覆盖全民、兜住底线、均等享有，非基本公共体育

服务提质增效，满足人民群众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健身需

求的总体要求，“十四五”时期，要特别关注从以下 4 个方

面补齐短板，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

一是补齐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短板。“十四五”时

期，补齐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短板，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

难题，是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首务之要。要将健身

设施建设纳入城乡人居环境改善计划。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基础薄弱地区，特别是老城区、中西部贫困落后地区、

农村地区“十四五”时期要补齐健身设施短板。鼓励复合

利用土地建设健身设施，通过与具有相容性用途土地产

权人达成使用协议的方式促进健身设施项目落地。鼓励

改造建设，统筹体育与其他设施建设，推广多功能性改

造。要落实健身设施属地维护、管理责任，划拨专项维护

资金，保障健身设施持续安全使用。完善大型体育场馆

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政策，支持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

或低收费开放。简化、优化健身设施项目的审批程序，提

高审批效率；制定并向社会公布可用于建设健身设施的

非体育用地、非体育建筑目录或指引，进一步盘活空间

资源。

二是补齐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供给短板。全民健身体

育赛事活动是吸引广大群众参与、持久开展全民健身活

动的重要形式和强大动力。“十四五”时期，要打造覆盖全

面、项目多样、分级举办、参与便利的群众赛事活动服务

体系。结合“我要上全运”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开展全社

会参与、多层级联动的“全国社区运动会”。大力发展群

众喜闻乐见的运动赛事项目，鼓励开发适合不同人群、不

同地域特点的特色运动项目，注意品牌培育，逐渐形成

“一城一品”的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新格局。要因势利

导，顺应居民健身新趋势，积极探索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开

展新形式。统筹线上与线下，融入现代科技，将传统赛事

活动与线上赛事活动有机结合，推动网络赛事活动形成

新业态；以活动为基础，以赛事为引领，带动广大群众强

身健体。进一步放宽各级各类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的准

入标准，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办赛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社会

办赛、市场办赛的积极性。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等形式，推

进办赛主体社会化、多元化，有效调动体育社会组织的积

极性，提高办赛水平和赛事服务质量。在赛事活动招商

引资、税后缴纳资金、项目审批等方面向体育社会组织

倾斜。

三是补齐全民健身组织建设供给短板。发展社会体

育组织是完善体育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的必然要求，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全民健身治理格局，离

不开群众社会体育组织的参与。“十四五”时期，要形成相

对完整、科学合理的组织结构体系，建立架构清晰、类型

多样、服务多元、覆盖城乡、便民惠民的全民健身组织网

络。在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提升社会体育

组织的参与能力，出台培育计划与鼓励政策，激励体育社

会组织增能、增效。完善法规政策体系，对项目协会负责

人的任职资格、候选人产生办法以及选举程序进行规范，

强化对协会管理人员的管理和过错责任追究，完善自我

评价和社会评价相结合的综合考评模式。强化社会体育

组织人才队伍建设，推动采取公开招聘等形式拓宽人才

渠道，提高专职人员业务素质，建立并完善体育社会组织

职业道德准则，强化德治建设、提升组织内部成员素质修

养，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的产生。理顺体育社会组织内外

部治理关系，优化运行机制，科学定位体育社会组织成员

之间的关系，在组织内部全面推行投票表决制度，保障成

员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探索建立体育社会组织

内部信息披露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法定代表人定期

述职制度等，构建权责明确、协调均衡的组织运行机制，

提升社会体育组织内部治理能力。

四是补齐全民健身科学健身指导服务供给短板。科

学健身指导是保障群众健身效益，提高健康水平的有效

措施，进一步提升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是全民健身提

质增效的必然要求。“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完善全民健

身志愿服务机制，优化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加

强体育主管部门与其他志愿服务负责相关机构和部门的

沟通与协作，推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纳入志愿服务体系工

作。逐步完善志愿者招募、注册、培训、服务、统计、评估、

激励制度等。以社会组织孵化培育为载体，推动志愿服

务项目化、组织化运营，并通过政府部门引导、政策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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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优化等促进相关组织发展，以志愿者的专业联动为

支撑，优化志愿服务的人才体系和培养机制，充分发挥全

民健身志愿服务在科学健身指导中的载体作用。加强对

不同人群、不同身体状况、不同体质健康状态人群的运动

促进健康、运动伤病防治、体质健康干预等指导方法研

究，丰富完善运动健身指南。建设具有科学性、权威性的

科学健身方法库，推广普及中华传统优秀健身方法，如五

禽戏、太极拳、八段锦等。加大科学健身指导宣传力度，

在科学健身指导的理念、形式、技术、方法、内容等方面进

行创新宣传改革。利用报纸、电视、微博、微信、短视频、

直播平台等多种媒介，充分发挥体育、医疗领域专家的权

威效应以及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健身达人的明星引领效

应，提升健身指导的大众接受度，让更多人掌握运动项目

的技能和科学运动方法。

3.2.3 深化全民健身融合发展，加快构建协同治理新格局

面对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充分发挥

全民健身多元功能，承担时代重任，应进一步深化全民健

身融合协同发展。

一是要坚持“大体育”发展观，将全民健身发展融入

经济社会建设的各相关领域，树立“跨领域融合、多元化

供给、全社会共享”的融合发展理念。完善政策保障，扫

清融合发展过程中的领域壁垒。综合运用资金支持、政

绩评价、表彰激励等方式引导发展方向。落实相关部门

主体责任，突破体制障碍。充分发挥社会、市场主体在各

自领域的优势，推动跨部门、跨领域间信息互通与资源共

享，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市场运作、社会力量共同参

与的全民健身融合发展格局。统筹推进“体教融合”“体

医融合”“体旅结合”，充分发挥体育、医疗在健康促进中

的互补作用，实现体育与医疗 1＋1＞2 的融合效益。充分

融合体育、教育系统各自的资源优势，针对青少年近视、

肥胖等突出问题，推出切实可行的干预措施，丰富青少年

课余体育活动，促进青少年健康和全面发展。

二是要将全民健身发展纳入国家区域协同发展战略

布局，积极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粤港澳等区域全

民健身协同发展。加强全民健身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顶

层设计，健全常态化区域沟通、协商、合作渠道，提升跨区

域全民健身事项处理能力。明确区域协同发展的规划、

步骤、途径，推动从办比赛、拉联谊、搞论坛会议等“低层

次协同”向优化资源配置、人才联动、项目共建等“高层次

协同”转变。鼓励各地区以“优势互补、共建共享、服务民

生”为原则与其他区域建立全民健身协同发展战略关系，

发挥协同优势，推动全民健身高质快速发展。

3.2.4 推动科技赋能全民健身，提高全民健身智慧化水平

一是要推进全民健身智慧化服务升级，亟需加强全民

健身大数据应用体系建设。在全国布局一批全民健身数

据监测中心，负责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形成包含群众锻炼

环境监测数据库、全民健身行为监测数据库、国民体质监

测数据库、公民身体素养监测数据库在内的大数据共享

平台。建立与卫生健康、交通、环保等相关部门互联互通

的数据共享机制，使全民健身数据与国民健康、经济、社

会发展数据实现外部关联，打通区域、行业、部门、机构间

的数据壁垒，深化信息集成，打造业务互联新模式，构建

数据的有效链接，形成更具深度的信息-技术合成，为加

大公共投入和引导民间资本投入提供信息支撑，促进全

民健身发展与群众健身需求的精准对接。

二是要支持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创建全民健身重

点实验室群，加强全民健身智慧化领域关键应用技术和

产品研究，提升主动健康科技服务能力。充分加强与卫

生部门的互助合作，推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预防、治疗、

康复和自主健康管理一体化的国民体育与健康信息服

务。发展智慧体育、体育电子商务，创新服务平台和运营

模式。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提升健身服务水平，提供

科学健身的器材装备和监测服务，实现个体体质健康精

准分析，丰富群众健身消费的内容和服务供给，创新 AI 智

能技术和可穿戴智能设备等与科学健身指导方案的融

合，开展线上、线下科学健身指导。建立简便有效的基于

自我评价的大数据运动风险预警方法与预警体系，创建

适合社区居民科学健身和慢性疾病防控等要求的非医疗

健康干预服务新模式。

三是要大力推进互联互通的智慧化健身设施建设，提

升体育特色小镇以及体育服务综合体等平台设施的智慧

化发展水平，大型体育场馆要以 Wi-Fi 无线网络建设和智

能传感系统建设为基础，提高体育场馆的信息化服务水

平。鼓励社会力量建设分布于社区、商圈、工业园区等的

智慧健身中心、智慧健身馆、智慧健身工作室、共享健身

仓等。

3.2.5 健全监督评估长效机制，提升公众全民健身参与度

创新体育治理方式，重视各级各类工作科学评估体制

的构建，建立完善的全民健身目标考核体系，确保全民健

身事业有规划有评估，发展有保障。探索建立面向全人

群，全区域，全生命周期的全民健身发展评估机制。针对

老龄化不断加剧以及当下残疾人等特殊人群服务不足等

突出问题，重点加强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基本

体育权利保障的考核力度。构建多部门参与的评估体

制，拓宽市场、社会及群众参与渠道。创新第三方评价机

制，建立包括体育、医疗卫生、民众代表、法律、教育、科技

等方面的专家人才库，加强对全民健身工作的绩效评估。

增加网络民意测评、实地匿名调查、大数据科学分析等评

估手段，加强评估过程的多样化，提升评估结果的精

准性。

加强对公众体育需求和满意度调查，注重利用新技

术，加强对全民健身领域海量数据的挖掘和使用，对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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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育需求做出科学响应，为政府决策提供有效支持。

构建线上用户需求表达-线上线下资源共享匹配-线下用

户体验-线上用户满意度评价-服务改进为流程的监督完

善模式，使民主监督常态化进行，建立公共体育服务需求

采纳响应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建立信息互联互通、多元

主体协同、政民互动通畅、体育服务精准、管理决策精准

有效的全民健身发展模式，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

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体育总局等

相关部门对全民健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高质

量地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

3.2.6 培育弘扬全民健身文化，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维护促进

人民健康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方针政策，宣传全民健身在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重大意义。加强正面宣

传、舆论监督、科学引导和典型报道，提高全社会对发展

全民健身事业的认识。各级各类媒体要加大对全民健身

科学知识普及和宣传力度，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全民健

身事业的良好社会氛围。

构建个人-家庭-社区-社会的健康防护线，推进居家

健康宣传与健身运动，配齐社区健康指导员，发挥基层组

织在弘扬健身文化中的积极作用。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

状况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素养教育，基础相对薄弱地区

可优先提升民众的基本知识和理念素养，发展基础较好

的地区应进一步提升健身能力、强化持续健身意识。在

全社会创造健康防护的支持性环境系统，紧密结合国家

卫生城市、健康城市、全民健身运动模范市县等建设工

作，促进健康支持性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主动健康”等

健身理念，引导公众养成合理膳食、积极运动、戒烟限酒

的健康生活方式，塑造自主自律健康行为。广泛开展全

民健身活动，普及科学健身知识和健身方法，推动运动健

身生活化。抓好青少年“终身体育”观念培养，将提高青

少年的体育素养和养成健康行为方式作为学校教育的重

要内容，增强健身知识的趣味性与实用性，提升健身素

养。借鉴北京奥运会“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天津全运

会“我要上全运”等活动的经验，充分利用北京冬奥会、杭

州亚运会、成都大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培育健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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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ituation Requirement，Realistic Foundation and Objective

Measur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Fitness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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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arry out the national fitness activities is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all the people to strengthen their physique,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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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凯，等：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的模式研究——基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共建语境的解释

Abstract: The National Sports General Administration has gradually started to innovate the mode of cooperation with local
governments or local sports bureaus since 2017. The study us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interview to
discuss the mode of national and local joint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team. Based on the retrospective history,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there are three stag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ational team: spontaneous stage (1978—1995), cooperative exploration stage
(1995—2017) and win-win cooperation stage (2017 to now). It is found that the mode of national team common construction is not
clear, the mechanism is not smooth, win-win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and the problem of co-governance is prominent. Combining with
the 30 years’experience of the freestyle skiing aerial skills team of Shenyang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state and locality should form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system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target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governance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and demonstr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national team to
comprehensively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unsmooth co-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a sports power.
Keywords: national team; joint construction; aerial;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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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health and increase their happiness.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in the new era.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strategic deployment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build a sports power and a healthy China by 2035. At
present, China’s national fitness public service system has been initially established, but it is still not perfect. There is still a certain
gap between the “high level”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national
fitness related policy needs to be tested by practic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high-quality national fitness demand and the
lagging national fitness market consciousness is prominent,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national
fitness public service, the role of social forces and market mechanism have not yet been fully play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
domain integration needs to be further deepened and so on.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ina’s national fitness should
focus on the equalization, integration, intelligence and legaliz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fitness, and take it as an important
task to implement the national fitness policy, make up for the short board of national fitness supply, deepe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fitness, promot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of national fitness, improve the long-term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and cultivate and carry forward the national fitness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adhere to the development idea of “people-centered”, take the protection of citizens’ basic sports rights, meet the diversified and
multi-level needs of the mass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foothold, and form a new pattern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fitnes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ommittee, the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social coordin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the
guarantee of the rule of law.
Keywords: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national fitness; realistic basis; thinking objectives;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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