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进消费视角下我国职业体育联赛改革与发展的
策略研究——以中超联赛与CBA为例
Research on the Strategy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Sports
League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moting Consumption
——Take CSL and CBA as Examples

赵轶龙 1，2*，郑和明 3

ZHAO Yilong1，2*，Zheng Heming3

摘 要：以促进职业体育联赛消费为视角，以中超联赛与CBA为研究对象，在对近年来我

国职业体育联赛市场发展的现状与目标，联赛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改革的现状与思路展开

分析的基础上，对职业体育联赛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开展策略研究。研究从以改革促发展为

方向，激发与提升联赛主体的市场活力与组织运营能力；以市场需求、市场规律为导向，提

高职业体育联赛产品的供给能力与水平；以品牌化战略和多元化媒体传播为手段，促进职

业体育联赛商业价值提升；以“正风气”与“树形象”为抓手，改善与优化职业体育联赛消费

环境；以文化建设为基础，扎实联赛消费的市场根基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推进我国职业体育

联赛改革与发展促进联赛消费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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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moting the consumption of professional sports leagues,

with the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Super League (CSL) and China Basketball Association

(CBA)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paper conducts a strategic study on the reform and develop‐

ment of professional sports leagu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and goals of the de‐

velopment of China’s professional sports league market in recent year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reform of the league management system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 The research puts forward the specific strategies of promoting the reform and devel‐

opment of China’s professional sports leagues, and boosting the consumption of the league

from five as-pects: taking reform as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inspiring and improving the

market vitality and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 ability of the league; guided by market demand and

market rules, improving the supply capacity and level of professional sports league products;

promoting the commercial value of professional sports leagues by means of branding strategy

and diversified media communication; with the“improvement of the atmosphere”and“shaping

the image”as the starting point, improving and optimizing the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of the

professional sports league; based 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solidifying the market foundation of

the league consumption.

Keywords: consumption; professional sports leagu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re-

search;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Super League; China Basketball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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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体育作为一种市场化的体育组织方式，沟通了体育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渠

道，创设了体育系统内、外部存量与增量资源的盘活与引入的机制，提供了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向往所需的体育产品（鲍明晓，2011）。高水平的职业体育联赛能够为一国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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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不断蓄力，为群众体育的蓬勃开展

提供活力，为做大做强相关运动项目产业提供基础动力，

因此，加快推进我国职业体育联赛的改革与发展是体育

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现阶段，我国职业体育联赛的发

展既受益于职业体育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良好发展机

遇，同时也面临着来自西方体育强国职业体育赛事所带

来的竞争压力和挑战。当前，我国消费者的体育赛事观

赏需求正进入多元化的发展阶段，消费者对于职业体育

赛事质量与参与体验的要求也在进一步升级。职业体育

全球化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全球职业体育市场竞争日益

残酷，加快我国职业体育联赛的改革与发展也是应对职

业体育全球化发展、占领职业体育全球化发展战略高地

的必然选择（鲍明晓，2010）。

2016 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体育产业发展“十三

五”规划》从提升产业能级、促进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促进

相关运动项目产业化发展的视角对进一步完善职业体育

联赛发展，探索职业体育联赛改革与发展的有效方式提

出了具体要求。同年，国家发改委 832 号文件《关于促进

消费带动转型升级的行动方案》从扩大居民消费的视角

提出了“推动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中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

等职业化、社会化程度较高的职业联赛改革，激发并满足

居民对体育消费的需求”的具体任务。

在我国，足球与篮球运动具有相对较强的群众基础，

足球与篮球项目的职业联赛起步较早，发展时间相对较

长，职业联赛中的中外球星深受球迷关注和喜爱，职业联

赛对企业和媒体具有广泛和持续的吸引力。以中国足球

超级联赛（以下简称“中超联赛”）和中国职业篮球联赛

（以下简称“CBA”）为代表的职业体育联赛，作为我国职

业体育发展的排头兵，近年来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基于此，本文在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在体育

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化，体育产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以

促进联赛消费为视角，以中超联赛和CBA为研究对象，开

展职业体育联赛改革与发展的策略研究，符合当前我国

体育整体发展与职业体育局部发展的基本现状。

1 我国职业体育联赛市场发展的基本现状

1.1 职业体育联赛赛事产品的供给规模稳中有升

职业体育赛事是职业体育联赛提供的核心产品，联

赛赛事产品供给的主体——职业体育俱乐部的空间分

布，联赛赛事的宽度与厚度等供给因素会直接影响消费

者的消费选择。从职业体育俱乐部的空间分布来看，

2016 年，拥有中超联赛与CBA俱乐部数量达到 3 支及以

上的省份，其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及人均消费支出

全国排名也均保持前列，职业体育联赛俱乐部的空间分

布与其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能力呈现出一

定的相关性①。

职业体育联赛的规模、赛制以及赛事场次数量决定

了联赛的宽度与厚度，直接决定了联赛赛事产品供给的

数量。近 5 个赛季，CBA 俱乐部数量保持稳定。CBA 公

司成立、运营后，对联赛赛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赛

事场次数量有所增加。联赛赛制方面，2017—2018 赛季，

在联赛常规赛轮次不变的基础上，季后赛参赛球队从 8支

增加到 10 支 ，未来还将扩充到 12 支。 2018—2019、

2019—2020赛季，常规赛将增加至 46轮，2020—2021赛季

常规赛将进一步增加到 56 轮。联赛场次安排方面，

2017—2018 赛季除每周一没有比赛外，周二至周日每天

都将安排联赛赛事。近 5 个赛季，中超联赛在联赛规模、

赛制及赛事场次数量上保持稳定，无明显调整。总体来

看，中超联赛、CBA 在赛事产品供给规模上基本保持稳

定，CBA赛事场次数量略有增加。然而，与亚洲近邻及欧

美职业体育强国的职业体育联赛进行横向对比，我国顶

级职业足球、篮球联赛的赛事产品供给规模与之还存在

一定差距。

1.2 职业体育联赛赛事产品的供给质量有所提升

职业体育联赛所提供的赛事产品属于非实物形态的

服务产品，是否能够有效满足现场及媒体观众的观赛需

①本研究未包含我国港、澳、台地区。

表 1 各省份拥有中超、CBA球队数量与人均GDP、可支配收入及

消费支出排名对比

Table 1 The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Provincial Teams

with the Rankings of per Capita GDP，Disposable Income

an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2016年

省份

广东

北京

上海

天津

江苏

浙江

山东

辽宁

吉林

河南

河北

重庆

贵州

福建

新疆

四川

山西

中超

联赛

球队

数量

2

2

2

2

1

0

1

1

1

1

1

1

1

0

0

0

0

CBA 球

队数量

3

2

1

1

2

3

2

1

1

0

0

0

0

1

1

1

1

合计

5

4

3

3

3

3

3

2

2

1

1

1

1

1

1

1

1

人均GDP

全国排名

8

2

3

1

4

5

9

14

12

20

19

10

29

6

21

24

28

人均可

支配收

入全国

排名

6

2

1

4

5

3

9

8

17

24

19

11

29

7

25

23

20

人均消费

支出全国

排名

5

2

1

3

6

4

11

8

17

25

21

10

29

7

22

15

26

注：经济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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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以及观众对于赛事产品的主观感受是衡量职业体育联

赛产品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从以往研究来看，联赛的

竞争性平衡（张林等，2001a；郑芳等，2009a）、联赛优秀运

动员的数量和质量（Rottenberg，1956）、联赛赛事的现场观

众人数（江小涓等，2018）等问题被学者们视为影响职业

体育联赛赛事产品质量与市场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是职业体育联赛吸引观众的核

心要素（Rottenberg，1956），职业体育俱乐部经济实力与竞

技实力上的相对均衡能够保证竞赛结果的不确定性，对

于吸引消费者，实现联赛整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具有重

要作用（张林等，2001b）。因而，职业体育联赛的竞争性

平衡问题被认为是直接影响联赛赛事市场吸引力与经济

效益的关键因素之一。近年来，中超联赛各俱乐部实力

差距逐年减小，单赛季联赛俱乐部积分排名变化频率显

著增加，联赛俱乐部间竞争更加激烈。中超联赛最终积

分榜前三名的俱乐部积分最大分差从 2013 赛季的 26 分

下降至 2018 赛季的 10 分，联赛榜首与榜尾积分最大分差

从 2013 赛季的 61 分下降至 2018 赛季的 44 分。近 3 个赛

季，CBA常规赛 380场比赛中，胜负分差在 10分以内以及

出现“加时赛”的比赛场次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表 4）。

中超联赛与 CBA 俱乐部间竞技实力差距的缩小，竞争激

烈程度的提升有利于增加联赛赛事的观赏性，为创造更

多的联赛热点话题，提升联赛赛事市场关注度创造有利

条件。

职业体育联赛竞争性平衡所衡量的是各职业俱乐部

间比赛的“相对质量”，而比赛的“绝对质量”则由联赛优

秀运动员的总体数量决定（Vrooman，1995）。近年来，在

国内优秀球员数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中超联赛“绝对质

量”的提升基本依赖于国外高水平职业球员的增量调节，

体现在外援竞技水平快速提升带动下联赛竞技水平的迅

速提高和联赛观赏性的逐渐提升。

高昂的转会费与薪资为中超联赛带来了更多的国际

顶尖职业球员，为联赛整体竞技水平的提升创造了有利

条件。2014 赛季，中超联赛引进国际高水平外援的平均

转会费支出为 410 万英镑，2015 赛季，这一数字迅速提升

到 1 350 万英镑①。2016 赛季，中超联赛俱乐部在冬季转

会窗口引援（含国内球员）总支出已达 3.34 亿欧元，超过

同期英超联赛引援支出的 2.53 亿欧元②。2017 年，世界各

体育联盟（联赛）薪资排行榜上，中超联赛以 5.032 亿美元

的总薪资排名世界第 11位③。从薪资结构来看，中超联赛

外籍球员数量占中超球员总数的 10%，但外籍球员薪资

总额约占中超联赛球员总薪资的 75%③。可见，中超联赛

外援质量的快速提升不仅是以高昂的转会费用为代价

的，更具吸引力的薪资水平也是吸引高水平外援转会中

超联赛的重要因素之一。受益于高水平外援数量与质量

的迅速提升，中超联赛俱乐部在洲际赛场的竞争力显著

增强。亚洲赛场，广州恒大俱乐部 2次夺得亚洲职业足球

俱乐部冠军联赛（以下简称“亚冠联赛”）冠军，中超俱乐

部 3 次进入亚冠联赛 8 强，参加亚冠联赛正赛的中超俱乐

部基本稳定在 4 支。2018、2019 两年，中超联赛在亚足联

①数据来源于德勤管理咨询《中超联赛商业价值评估白皮书》。

②数据来源于德国Transfer Markt网。

③数据来源于 sporting intelligence。

表3 CBA与NBA赛事场次数量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CBA and NBA Matches

联赛

NBA

CBA

俱乐部数量

30

20（2017—

2018 赛季）

20（2018—

2019 赛季）

比赛时间

10 月—次年 5 月

10 月—次年 4 月

10 月—次年 4 月

单只球队单

赛季常规赛

场次数量

82

38

46

所有球队单

赛季常规赛

场次总量

1 230

380

460

表 4 2014－2017 年各赛季CBA常规赛比赛得分情况统计表

Table 4 Statistics of Scores of CBA Regular Season Games

from 2014 to 2017

赛季

2014—

2015

2015—

2016

2016—

2017

10 分以内

场次

162

182

195

百分

比/%

42.63

47.89

51.32

5 分以内

场次

72

86

93

百分

比/%

18.94

22.63

24.47

3 分以内

场次

41

45

54

百分

比/%

10.78

11.84

14.21

加时赛

场次

10

12

19

百分

比/%

2.63

3.15

5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篮球协会。

表 2 中超联赛与日本及欧洲五国顶级职业足球联赛赛事场次

数量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Matches between China

Super League and Top Professional Football Leagues

in Japan and Europe

联赛

中超联赛

德国足球甲级联赛

日本职业足球联赛（J1）

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

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

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

法国足球甲级联赛

俱乐部

数量

16

18

18

20

20

20

20

单支俱乐部联

赛总场次数量

30

34

34

38

38

38

38

联赛总场次

数量

240

306

306

380

380

380

380

注：截止 2018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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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赛事排行榜上蝉联第一①。

职业体育赛事现场观众人数是客观衡量联赛赛事观

赏性的指标之一。研究表明，职业体育联赛整体竞争力

的提升有利于联赛现场观众总数的增加，而联赛竞赛双

方俱乐部实力均衡程度的提升则有利于该场赛事现场观

众人数的提升（江晓涓等，2018）。受益于联赛外援水平

的增强、联赛整体竞争力的提高以及联赛俱乐部间竞争

激烈程度的提升，近 3 个赛季，中超联赛单赛季现场观众

总人数及场均观众数从 2013 赛季的 445.7 万人和 1.86 万

人上升至 2016赛季的 580.8万人和 2.42万人（图 1）。2017

赛季中超联赛单场观众人数最多的 1 场比赛是北京国安

对阵广州恒大，人数达 54 018 人②。近 3 个赛季，CBA 联

赛现场观众人数总体上也呈现小幅上升的趋势。特别是

2015—2016 赛季，CBA 现场观众总人数和场均现场观众

人数都创造了近 7个赛季的最高点（表 5）③。

1.3 职业体育联赛媒体传播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近年来，中超联赛与 CBA 的媒体收视率始终保持较

高水平，并且，随着数字媒体技术和网络科技的快速发

展，职业体育联赛媒体传播渠道逐渐呈现多元化发展的

趋势。

中超联赛的媒体收视率始终保持较高水平。2017 赛

季，中超联赛不仅在媒体转播时长上领先于欧洲足球冠

军联赛、德国足球甲级联赛，并且，该赛季，中超联赛在中

国大陆的媒体收视率也超过了欧洲足球冠军联赛、英国

足球超级联赛、德国足球甲级联赛以及意大利足球甲级

联赛等欧洲主流职业足球赛事④。自 2015赛季，体奥动力

公司以 80 亿元人民币购买了 2016—2020 年中超联赛全

媒体版权，带来新媒体转播中超的突破后，中超联赛媒体

传播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愈加明显。2016—2018 赛季，中

超联赛媒体直播场次占比方面，传统媒体从 70% 下降到

67%，新媒体从 30%上升至 33%；累计收视时长占比方面，

传统媒体从 64% 下降到 51%，新媒体从 36% 小时上升至

49%；累计收视人次占比方面，传统媒体从 58% 下降到

49%，新媒体则从 42% 上升到 51%④。与此同时，网络媒

体、社交媒体正日益成为中超联赛媒体传播的新平台，微

博、微信、今日头条等手机 APP 逐渐成为中超联赛赛事传

播、信息传递、球迷互动和商业价值产生的新空间。

CBA 媒体收视率也保持了较高水平。2016—2017 赛

季，CBA 赛事直播在 CCTV5 周收视率排名中屡登榜首，

联赛期间 23 次周排名中 13 次排名第一（含全明星赛）。

季后赛开始至赛季结束的 6 周中，4 周收视率排名占据榜

首。该赛季，全国共播出 3 098 场次 CBA 比赛，较前一个

赛季增幅 31%，累计播出 4 728 h，较前一个赛季增加

21%。CBA 的媒体传播渠道同样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

势。在传统电视媒体传播力不减的同时，新媒体也逐渐

发展成为 CBA 媒体传播的新平台。2016—2017 赛季，

PPTV 聚力 OTT 端全赛季视频播放量达到 3.1 亿。暴风体

育全赛季移动端视频播放量超过 9 338 万。VR 视频共完

成拍摄 21 场，视频总点击量超过 30 万。阿里体育全赛季

视频播放量 11.1 亿。YYSPORTS 全赛季视频播放量达到

1.1亿③。

①http：//www.the-afc.com/afc-ranking/，数据截止到 2019 年 4 月。

②数据来源于中国足球协会。

③数据来源于中国篮球协会。

④数据来源于德勤管理咨询《中超联赛商业价值评估白皮书》。

表 5 2014－2017 年各赛季CBA现场观众统计

Table 5 CBA Live Audience Statistics from 2014 to 2017

赛季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观众总数 / 人

1 620 000

1 790 000

1 730 000

场均观众数 / 人

4 265

4 714

4 661

平均上座率 /%

62.78

68.86

62.61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篮球协会。

图 1 中超联赛场均现场观众人数增长趋势图

Figure 1. Trends in the Number of Visitors Per Game of CSL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足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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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职业体育联赛的商业价值逐步彰显

随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联赛赛事产品

吸引力的逐步增强，球迷观赛热情的持续高涨，在联赛媒

体传播多元化趋势的影响与带动下，中超联赛与 CBA 的

商业价值也逐步得到彰显。中超联赛冠名赞助费从 2011

年的 0.6 亿人民币上升到 2017 年 2 亿人民币；现金赞助收

入由 2014 赛季的 2.95 亿元人民币增长至 2016 赛季的

3.75 亿元人民币，增幅达到 27%；媒体转播权价格从 2015

单赛季的 0.8 亿人民币迅猛增长到 2016、2017 单赛季的

10亿人民币，联赛媒体版权价格提升了 11.5 倍；联赛总赞

助金额从 2014赛季的 2.95亿元人民币上升至 2018赛季的

4.65 亿人民币；中超公司总收入从 2006 赛季的 0.6 亿元人

民币一跃攀升至 2018赛季的 15.9亿元人民币①。

CBA 公司成立的前 3 个赛季，CBA 联赛赞助商数量

及赞助金额变化幅度不大，基本保持稳定。CBA 公司成

立与开展运营后，2017—2018 赛季，中国人寿成为联赛官

方主赞助商，签约 3 年，是 CBA 最高赞助级别的第一家金

融企业，CBA 联赛历史上首个官方主赞助商。2018—

2019赛季，随着CBA公司联赛业务开展的逐步深入，CBA

公司在遵循市场规律和职业联赛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

联赛商业赞助体系做出了一定调整，更加务实的谋求联

赛媒体版权市场价值和联赛媒体传播实际效果的稳步提

升。2018—2019 赛季，CBA新增加了腾讯、优酷和咪咕等

3 家新媒体版权合作伙伴，希望通过 3 家新媒体版权合作

伙伴在 PC 端、移动端，发挥各自在平台、技术及文娱资源

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拓展联赛媒体传播渠道，增强媒体

传播效果，丰富媒体传播的形式与内容，通过逐步增强联

赛的传播力与影响力，进一步提升联赛的商业价值。

除此之外，中超联赛与 CBA 在全球体育转播市场空

间的不断拓展，也为联赛商业价值的彰显添加了砝码。

2016赛季，中超联赛在 71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转播；2017

赛季，中超联赛在海外转播通过英国 Sky Sports 和阿根廷

FOX 体育等 20 多个播出平台，覆盖 96 个国家和地区①。

CBA 联赛 2015—2016 赛季在北美 OWS 有线频道和中国

香港的 I-Cable 频道共直播 107 场，2016—2017 赛季在中

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电视台共播出 160场②。

2 促进消费视角下我国职业体育联赛市场发展的主要目标

2.1 在符合市场规律和职业体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有步

骤、有重点、有层次地扩大联赛产品的供给规模

2017 年中国居民消费报告指出，体育产品的有效供

给与体育消费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体育消费规模扩

大的主要原因（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8）。从当前

中超联赛和 CBA 俱乐部空间分布的现状可以看出，职业

体育联赛赛事产品的供给与职业体育俱乐部所在城市经

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能力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经济基

础是决定联赛供给空间布局的关键性因素之一。2017

年，我国拥有 3 支及以上中超联赛、CBA 俱乐部的省市，

其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及人均消费支出 3个方面均

排名全国前列。人均GDP是反映所在地区经济实力的重

要指标，创造出了推动职业体育联赛市场快速启动所要

求的基本供给，决定了职业体育球队生存与发展的经济

与物质基础；人均可支配收入反映的是消费者参与职业

体育联赛相关产品消费的可能性，决定的是职业体育联

赛发展的市场空间；而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则反映了俱乐

部所在城市或地区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决定了对职业体

表 6 CBA联赛 2016——2017 赛季媒体播放关注度

Table 6 Media Playback Attention of CBA（2016——2017）

媒体

CCTV

搜狐官网

搜狐 CBA 视频

PPTV 视频

腾讯 OTT 端视频

乐视 OTT 端视频

播放或点击量

3 098场

1 890万次

1.36亿次

10.2亿次

4亿次

9.6亿次

比上赛季增幅 /%

31

68

5

62

3

255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篮球协会。

表 7 2014－2019 年各赛季CBA联赛商业赞助数量

Table 7 The Sponsors of CBA from 2014 to 2019

官方主赞助商

官方战略合作

伙伴

官方合作伙伴

官方赞助商

官方供应商

媒体合作伙伴

2014—

2015赛

季

－

1

7

3

11

－

2015—

2016赛

季

－

1

6

4

13

－

2016—

2017赛

季

－

1

8

4

12

－

2017—

2018赛

季

1

1

5

3

7

－

2018—

2019赛

季③

1

1

4

5

5

4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篮球协会。

图 2 中超联赛冠名赞助费增长趋势图

Figure 2. The Title Sponsorship Fee of CSL Growth Trend

①数据来源于德勤管理咨询《中超联赛商业价值评估白皮书》。

②数据来源于中国篮球协会。

③数据截止到201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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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联赛产品消费的支撑或约束程度，是持续扩大联赛消

费的动力保障。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一些经济基础相对

薄弱的省份也落户了顶级职业体育俱乐部，应该说这一

现象与地方政府的鼓励与支持密不可分。一方面，当前

我国地方政府对体育产业发展的引导与支持是做大做强

职业体育的根本保证（鲍明晓，2010）；另一方面，也说明

职业体育赛事在促进城市活力再生、区域功能再造和城

市魅力重塑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功能也日益得到政府、

社会与市场的认可。

现阶段，我国职业体育联赛在赛事规模与架构方面

与欧美职业体育强国还存在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与我

国职业体育发展的历史与水平，经济发展的基础与市场

有效需求的程度有关，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然而，我们也

需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一问题，在符合市场规律和职业

体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职业体育赛事规模与架构的调

整，赛事产品数量的提升，不仅有利于职业运动员运动经

验的积累、联赛竞技水平与联赛竞争力的提高，也有利于

联赛市场供给能力的扩大与居民消费选择空间的拓展。

我国属于职业体育后发国家，总体来看，职业体育在

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属于后发产业（鲍明晓，2010）。当

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部分地区社

会经济和体育产业发展水平，居民体育消费意识和消费

能力还不足以支撑职业体育，特别是职业体育联赛的全

面发展。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意识与能

力的提升对于职业体育联赛发展所带来的推动力是一个

渐进的、梯度的发展过程，因此，职业体育联赛产品的供

给规模还需在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基础上，有步

骤、有重点、有梯次地稳步扩大。

2.2 在外部法律与内部规章共同规制联赛健康发展的基础

上，持续提升联赛产品的供给质量

联赛产品质量的提升、消费者对于联赛产品消费意

愿的增强是激发职业体育联赛产品有效需求，产生实质

性消费的主要途径。近年来，中超联赛、CBA赛事现场观

众人数的持续增长，较高水平的媒体收视率能够从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消费者对于职业体育联赛赛事产品的消费

意愿与关注度相较于以往确有增强。中超联赛、CBA 赛

事产品质量的稳步提升，对于激发球迷的观赛热情，增加

联赛的观赛热点，吸引更多球迷走向赛场，关注联赛、参

与消费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也需要意识

到，当前我国职业体育联赛赛事产品质量的提升与职业

体育俱乐部持续的高投入密不可分，职业体育俱乐部在

运营能力与收入水平没有发生显著提升前提下的高投入

极有可能带来巨大的财务管理风险。普华永道公司 2017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 赛季，中超联赛总成本为 110.14

亿元人民币，总收入为 70.82 亿元人民币，联赛总亏损达

到 39.32亿元人民币。中超联赛各俱乐部平均成本为 6.88

亿元人民币，其中人工成本（包括球员、教练工资奖金）与

球员资产摊销比例合计达到各俱乐部总成本的 85%①。

中超联赛俱乐部商业运营模式较之以往也未发生明显变

化，绝大部分中超联赛俱乐部仍依赖房地产、金融、电商

领域母公司“输血”维持运营。联赛赛事产品质量的提升

并不能掩盖俱乐部经营模式单一、财务管理风险增加的

现实问题，当前市场中消费者对于职业体育联赛产品的

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职业化水平与

商业化运营能力还难以跟上联赛各俱乐部高投入的

步伐。

职业体育俱乐部经营成本上涨，特别是球员交易费

用和薪酬水平快速提升带来的职业体育俱乐部财务管理

风险问题，不仅是中国职业体育联赛发展中面临的严峻

问题，也是欧美国家职业体育发展早期面临的主要威胁

之一。降低职业体育联赛、职业体育俱乐部财务风险，加

强对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财务监管也正是多数西欧职业体

育联赛管理机构建立的重要初衷之一（江小涓 等，2018）。

职业体育赛事是职业体育联赛最为核心的产品，职业球

员与教练员是赛事产品生产的核心要素。在职业体育全

球化发展的时代，不仅是中国，欧美职业体育市场上球员

转会费用与球员、教练员薪酬的持续上涨，已成为当今全

球化职业体育发展的常态。只不过从中国的情况来看，

由于我国职业体育联赛起步较晚，职业体育全球影响力

不足，职业联赛竞技水平较低，导致中国职业体育俱乐部

在国际职业体育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偏低，国际优秀职业

球员转会以及国外高水平教练员签约我国职业体育俱乐

部的交易价格和薪酬水平溢价更高。从现实情况来看，

遵守职业体育市场规则，尊重市场规律与职业体育发展

规律，通过健全与完善联赛外部法律监管体系与联赛内

部管理、运行规章治理体系，实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

外部法律与内部规章共同规制联赛健康发展的基础上，

稳定提高职业联赛赛事产品的供给质量，是保障我国职

业体育联赛、俱乐部可持续发展，进一步促进联赛消费更

为现实与可行的做法，也是欧美职业体育联赛发展过程

中的普遍选择。

2.3 在多元化媒体传播的新时代推动联赛媒体传播与商业

价值的合作与共赢

媒体的强权与强势是当今媒体主导的现代社会的典

型特征，而职业体育又是典型的注意力经济，球迷对职业

体育联赛的观赛热情与评价效果直接决定了赞助商对联

赛的投入程度和赞助金额，职业体育联赛商业价值的创

造与媒体的全面介入与广泛参与密不可分（鲍明晓，

2010）。媒体是联赛传播的主要渠道，因而媒体既是联赛

价值的传播者、形象和品牌的塑造者（龚波，2014），又是

职业体育联赛产品价值链中的重要一环。随着互联网技

术、移动技术的快速发展，当今职业体育赛事的传播已经

①数据来源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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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了过去单一依靠传统电视媒体传播的时代。互联网

传播技术的提升、移动技术的发展以及移动终端设备质

量的提高使得职业体育赛事传播进入到了多元化发展的

新时代，媒体传播对于职业体育联赛发展的支撑作用更

加凸显。媒体传播多元化时代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职业体

育赛事与媒体的结合更加紧密，职业体育联赛的商业价

值与联赛的媒体传播形成了互利共生的关系。多元化的

媒体传播有利于增加联赛赞助商媒体曝光的广度与深

度，接通与延伸职业体育联赛产品链条，丰富联赛产品的

形式与内容，提供更具消费黏性的媒体产品与互动方式，

为衍生新的职业体育消费文化提供空间，创造比以往更

大的联赛商业价值。愈加激烈与精彩的职业体育赛事以

及围绕职业体育赛事打造更为丰富的媒体内容和产品，

将成为媒体，特别是新媒体联赛传播的重要内容支撑，成

为用户流量与用户粘性提升的有效手段。职业体育联赛

媒体传播力与市场影响力的协调与共进，联赛媒体传播

与商业价值的合作与共赢，将成为未来媒体行业与职业

体育联赛紧密结合的主流趋势和合作基础，也是进一步

促进联赛消费有效手段。

2.4 构筑与夯实职业体育联赛的文化根基

体育文化，特别是运动项目文化普及程度偏低是制

约体育消费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8）。文化是职业体育联赛和俱乐部可持续发展的底

蕴与软实力，缺乏系统的运动项目文化建设，职业体育文

化的积淀与传承不足也是制约联赛消费扩大的重要因素

之一。现阶段，我国职业联赛俱乐部主场城市的频繁更

迭、职业俱乐部名称的频繁更换，联赛和俱乐部的社会责

任感较少，功利思想存在、被动性履责特征明显，难以唤

起球迷、居民、学生群体对职业体育联赛、俱乐部的尊重、

专注与忠诚，不利于职业体育文化、俱乐部文化以及球迷

文化的培育、职业体育消费文化的延伸，进而影响联赛商

业价值的提升和联赛消费的促进。以包容的心态、开放

的视野对国外先进职业体育文化的学习、借鉴和本土化

发展是培育和构筑我国职业体育文化的有效路径。运动

项目文化、职业体育联赛文化、球迷文化与城市、社区文

化在文化价值观层面的协调与有机融合能够为球迷忠诚

度的培育、代际间球迷文化的传承以及职业体育俱乐部

文化底蕴的提升构筑坚实的文化根基。因此，扎根俱乐

部所在城市、社区、学校与球迷组织，逐步夯实体育运动

项目文化，传播正向的职业体育理念与价值观，不断丰富

职业体育联赛文化、俱乐部文化与球迷文化内涵，通过文

化层面的建设加强职业体育联赛、俱乐部与消费者在价

值观、情感上的有效联结，是扩大联赛社会影响力、媒体

传播力，提升联赛商业价值，增强联赛产品消费黏性，扩

大联赛消费的长远之计。

2.5 坚持不断地优化职业体育联赛的赛场环境与竞赛环境

文明上进的赛场环境、公平公正的竞赛环境直接影

响消费者对于联赛产品的消费意愿与消费选择，更是职

业体育联赛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底线与生命线。以往出

现在职业体育联赛赛场不文明的观赛行为与竞赛行为以

及违背公平竞争精神的竞赛环境，使得职业体育联赛、俱

乐部以及职业球员自身形象长期处于社会舆论评价低

位，严重制约了联赛的市场影响力与商业价值。我国职

业体育联赛的管理者近年来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

严峻性。2017 赛季，中国足协针对各级各类联赛中的球

员、官员、俱乐部违规违纪行为处罚共 283起，其中针对中

超联赛共处罚 119 起，处罚数量超过 2016 年的近百起①。

2016—2017 赛季 CBA 常规赛期间，中国篮协对 15 个单位

进行了处罚，其中涉及教练员和球员违规处罚 6 人次②。

联赛裁判执裁水平和能力是联赛公平与公正性、赛事产

品的公信力的重要保障。近年来，中国足协、中国篮协、

CBA 公司在采用国际先进执裁系统、加强国内裁判员执

裁能力培养、优化裁判员选派机制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

的努力和尝试，希望进一步提升联赛赛事的公平与公正

性，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如 2016—2017赛季，CBA赛场

裁判临场正判率平均已达 92.21%②。未来，不断优化职业

体育联赛赛场环境与竞赛环境仍将是进一步扩大职业体

育联赛消费的基础性工作，也是确保联赛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环节之一。

3 新时代我国职业体育联赛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改革的基

本现状与总体思路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体育联赛管理体制与运行

机制是我国职业体育联赛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017 年 2 月，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正式摘牌，标志

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脱钩基本完成。截至 2017 年

底，全国 75% 的地方足球协会也基本完成“脱钩”工作①。

2017 年 3 月，国家体育总局下发《关于篮球改革试点有关

事项的通知》，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承担的业

务职责正式移交中国篮球协会，并以篮协名义开展工作，

中国篮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工作也基本完成。2017 年

6月，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同意中国篮协将联赛的办赛权和

商务权一并授予 CBA 公司，这也标志着篮协管办分离的

正式落地。随着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以运

动项目协会实体化为代表的各项改革措施深入推进，特

别是中国足协与中国篮协实体化改革的逐步落实，为探

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体育联赛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

做好了清障搭台工作。

合理与完善的职业体育联赛管理体制的构建，不仅

需要国家层面的职业体育管理机构通过法律、法规以及

行政等手段对联赛的运行给予外部法律与行政监管，更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足球协会。

②数据来源于中国篮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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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职业体育联赛组织（联盟）、职业体育俱乐部在遵循

职业体育发展规律和市场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健全与完

善联赛管理的制度体系实现内部的自律监管，利用内部

的规章与制度进行自我管理与自我约束。中国足协与中

国篮协的实体化改革，有利于推动职业体育联赛的管理

体制从过去一元化的行政监管向与社会监管和行业自律

管理有机结合、多元共治方向发展，有利于激发职业体育

联赛市场主体的活力与创造力，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吸

纳更多的市场力量为联赛市场的繁荣、消费市场的扩大

发挥积极作用。

当前，在我国职业体育联赛运行机制的调整与变革

过程中，我们时刻面临着新问题、新矛盾的挑战，特别是

在职业体育联赛组织结构与治理模式的选择与构建方

面。其实，即使在美国与欧洲部分职业体育强国，其职业

体育联赛的组织结构与治理模式也不尽相同（郑芳等，

2009b）①。欧美职业体育联赛在组织结构和治理模式上

所产生的差异性，一方面是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职业

体育文化、相关运动项目发展历史、球迷基础不同；另一

方面，也与其经济基础、社会文化、国家与民族价值观以

及财政结构差异等深层次原因有关。因而，新时代我国

职业体育联赛运行机制的构建，特别是联赛组织结构与

治理模式的选择，积极借鉴国外职业体育先进经验是必

要的，但也应注意两个基础层面的契合问题，即不仅应考

虑我国在相关运动项目的普及与发展程度以及职业化发

展水平，而且还应充分考虑经济发展水平、民族文化与价

值观、国家财政结构以及体育发展的整体目标等宏观因

素，既要开放创新，也要实事求是，这样才能真正通过改

革促进职业体育联赛的发展。

从身体运动的游戏发展到有组织的比赛，西方职业

体育的发展实际上是运动项目比赛的商业化运营和职业

化发展的过程，其实质是有组织的体育竞赛的商业化与

职业化。美国职业体育，特别是职业棒球、橄榄球、冰球

与篮球等项目职业体育联盟的组织与运营完全是市场导

向的。欧洲职业足球联赛的发展虽然不是以收入最大化

为唯一目标取向，但经济利益对于欧洲职业足球联赛发

展 的 激 励 与 约 束 作 用 却 呈 现 出 逐 渐 加 强 的 趋 势

（江晓涓 等，2018）。作为市场中的商业组织，欧美各国的

职业体育联赛组织（联盟）无论选择哪种组织结构和治理

模式，采取何种市场行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毫无疑问都

是其绩效衡量最为核心的指标。

职业体育联赛的发展为相关运动项目产业的发展提

供了核心动能，为体育产业发展提供了核心支撑力。新

时代，我国职业体育联赛的改革与发展，职业体育联赛管

理体制、运行机制的调整与优化需要逐渐向市场靠拢，向

市场要效益，这是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的必然选择，而进一步扩大联赛消费则正是实现联

赛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和主要目标。然而，在面对改革

与发展过程中各种利益与矛盾交织带来的新问题与新挑

战时，联赛的管理者、组织者和经营者则需要运用大智

慧，将职业体育联赛的改革与发展的定位与目标置于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整体环境与总体目标

之中，将联赛的组织与运营置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大格局

之中，向新时代我国体育发展的总体目标主动靠拢、有效

协调。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职业体育联赛改革与发展的

最终目标都应归向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满足。

4 促进消费视角下我国职业体育联赛改革与发展的策略

4.1 以改革促发展为方向，激发与提升联赛主体的市场活

力与组织运营能力

1）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体育联赛管理体制与运

行机制

依靠改革，大胆创新，先试先行，不断探索具有中国

特色的职业体育联赛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打造联赛各

方主体休戚与共的关系模式，积极推进职业体育联赛各

方主体治理目标的融合，在明确联赛各方主体在责、权、

利方面定位与角色的基础上，有效调动联赛市场主体的

活力与创造力。充分考虑运动项目在我国的实际发展基

础，充分尊重职业体育发展规律与市场规律，以建设体育

强国为总体发展目标，建立与构筑运动项目协会、职业体

育联赛组织（联盟）、职业体育俱乐部，管理各司其职，目

标有机协同，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体育联赛管理体制与

运行机制。

2）积极推进职业体育联赛的制度体系建设

在积极推进中国体育法制化建设进程中，积极吸收

国外职业体育联赛管理的先进经验，有效结合中国职业

体育联赛市场实际，依法推进职业体育联赛管理与运行

的制度体系建设。以法律为纽带，在进一步健全职业体

育联赛外部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联赛管理各方主

体职、权、责的基础上，深入推进职业体育联赛的政府行

政监管制度、运动项目行业协会的社会监督管理制度以

及联赛组织（联盟）内部自律监管制度建设。通过制度体

系建设，畅通联赛各方主体利益沟通渠道，协调各方主体

的利益诉求。依法依规严厉打击市场中违背公平竞争的

行为，加强职业体育联赛市场秩序的监督与维护，有效预

防联赛财务风险。

3）积极转变职业体育联赛的治理观

以专业化、职业化、商业化的思路，以开放、包容的姿

态治理职业体育。专业人做专业事，打造专业化、高水平

的职业体育联赛组织（联盟）、俱乐部管理与运营团队。

以职业化为导向不断提升职业体育联赛组织（联盟）的组

①职业体育联赛赛事所有权与经营权归属联盟亦或是俱乐部，采取

封闭型亦或是开放、分层纵向一体化的治理模式，是欧洲与美国在

职业体育联赛的组织结构与治理模式差异的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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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与运营能力，推动职业体育俱乐部建立职业化、现代化

的治理结构。以商业化的思维打造职业体育联赛产品，

着力提升职业体育联赛组织（联盟）、职业体育俱乐部对

球迷、赞助商与媒体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以开放、包

容的姿态，合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互

利共赢的基础上与欧美职业体育联赛、俱乐部开展全方

位的合作，在竞争中学习、在合作中共赢。

4.2 以市场需求、市场规律为导向，提高职业体育联赛产品

的供给能力与水平

1）提升联赛赛事产品的供给能力

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拓展市场空间为目标，构

建体系完整、布局合理的职业体育联赛架构。科学化设

计与安排联赛的赛制、赛规与赛程，科学统筹与积极协调

职业体育联赛市场中各类运动项目体育赛事的场次安

排，最大限度地满足球迷不同时间段、不同运动项目的观

赛需求，为消费者观赏赛事、媒体转播赛事提供便利，为

联赛赞助商企业拓展商业空间提供条件。加强大数据服

务、高新技术应用在提升职业体育联赛赛事组织、管理、

运营方面的能力，发挥科技助力在运动训练竞赛、医疗后

勤保障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壮大国内高水平职业

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队伍，加强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纪

人以及商业运营团队与运动康复医疗保障团队建设，补

齐职业体育联赛发展的人才短板。建立符合国情、体情，

遵循职业体育市场规则与职业体育发展规律的联赛薪酬

体系，有效激活和盘活联赛国内优秀职业运动员存量，合

理调整与优化优秀外籍运动员增量，着力增强联赛赛事

的竞技水平与联赛整体竞争力，不断提升联赛的市场关

注度与吸引力。

2）丰富联赛产品供给的形式与内容

以市场需求与职业体育发展的市场规律为导向，联

合媒体、经纪公司、体育场馆、体育用品制造商等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全方位开发与打造职业联赛产品，积极开发

联赛衍生品，繁荣特许产品的经营、销售，合理开发职业

运动员商业价值。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职业体育赛

事竞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模式。积极推进职业体育联赛

与文娱产业的融合发展，积极融入多业态的现代文娱产

业发展进程，按照文娱产业发展的市场规律，创新性地打

造多样化、差异化的职业体育文娱产品。探索最新媒体

传播技术与体育赛事转播结合的新途径，提高赛事信号

制作水平，提升媒体转播联赛赛事的视听感受，满足非现

场观众多元化、多层次的观赛需求。积极改善联赛比赛

场馆的软硬件设施条件，提高赛事现场商业化运营、组织

与服务水平，增强现场观众赛场周边消费意愿，丰富现场

观众赛场周边消费选择。积极营造更具感染力和卷入性

的职业体育赛事现场氛围，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舞台艺术

设计、城市地域文化、球迷文化以及职业体育文化相互融

合的赛事场景营造，在实景现场与虚拟现场的场景转换

中创新消费空间。

4.3 以品牌化战略和多元化媒体传播为手段，促进职业体

育联赛商业价值提升

1）实施职业体育联赛的品牌化发展战略

职业体育联赛组织（联盟）联合职业体育俱乐部建立

有机统一的联赛品牌发展规划，围绕自身核心资产，打造

统一和整体的品牌形象，实施品牌化运营，逐步提升联赛

品牌在国内、国际市场的影响力与竞争力。联赛发展过

程中，加强联赛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方面的品

牌文化积淀，重视品牌文化建设。在确定目标消费者及

主要竞争对手的基础上，明晰联赛和俱乐部品牌定位、品

牌主张与品牌发展方向。积极参加或举办各类社会公益

活动，积极发挥联赛明星球员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正面榜

样作用，提升联赛和俱乐部的品牌号召力。尊重媒体、服

务媒体、依靠媒体，主动建立与媒体高效沟通的渠道与机

制，与媒体形成战略伙伴关系，全面维护联赛和俱乐部良

好的品牌形象。积极拓展职业体育联赛产业链上下游产

品，全方位、立体化地开发联赛和俱乐部的品牌商业

价值。

2）发挥多元化的媒体传播优势

合理发挥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各自的传播优势。积极

推进体育职业联赛赛事制播分离，按照市场化原则建立

职业体育赛事转播收益分配机制，引入职业体育赛事转

播的竞争机制，有效调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传播职业联

赛的积极性与创造力，提高职业体育赛事媒体传播的深

度与广度。不断丰富职业体育联赛的传播模式与传播方

式，积极探索与创新联赛线上观看模式，有效发挥互联网

媒体与移动社交媒体对消费者引流与聚合方面的作用，

提升职业体育联赛产品、赞助商企业、媒体与消费者的链

接性与粘合度，为职业体育商业价值的提升创新空间，引

流聚效。不断丰富职业体育联赛媒体传播的产品类型与

内容呈现方式，通过提供更加丰富的媒体传播产品和更

具吸引力的媒体传播内容，进一步扩展联赛消费群体的

覆盖面，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多元化的观赛选择，为职业体

育联赛商业价值的提升引流增效。

4.4 以“正风气”与“树形象”为抓手，改善与优化职业体育

联赛消费环境

1）树立风清气正的职业体育联赛风气

弘扬职业体育正气，化解职业体育发展中的戾气，发

挥职业体育联赛在运动项目普及与提高过程中的塑造与

引领作用，为职业体育联赛消费环境的改善营造正能量。

积极引进和学习国际先进执裁技术与手段，加强职业裁

判员的国际交流与学习，不断提高职业体育赛事的执裁

水平，严保联赛赛事的公平与公正性。建立统一的赛场

争议处理和危机处理机制和办法，及时、公开、公正、透明

地处理赛场内外违纪事件。严肃联赛赛风赛纪，对职业

体育联赛中的不当行为及时问责，建立负面清单，严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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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赛场不正之风，着力净化联赛环境。以俱乐部球迷组

织为抓手，建立职业体育俱乐部与球迷协会的沟通联络

机制，制定处理突发事件预案，以自我管理和制度约束相

结合、组织监督和文化影响相结合为手段，引导俱乐部球

迷文明观赛，减少和严控赛场打骂行为的发生，净化赛场

氛围，改善赛场观赛环境。

2）树立正面、积极的职业体育联赛社会形象

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对职业体育联赛的持续关注与正

面评价，树立良好的职业体育联赛形象和联赛声誉，扭转

社会对职业体育的负面、消极认知。职业体育联赛组织

（联盟）、职业体育俱乐部提高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积极

参加捐款、捐物、义务献血、社区服务等社会公益活动，在

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中，塑造、树立职业体育联赛、俱乐

部与职业球员的社会正面形象。建立职业体育联赛组织

（联盟）、职业体育俱乐部与学校、社区互动的长效机制，

丰富互动的形式与内容，加强与青少年群体的交流与互

动。在与学校、社区的互动过程中，与百姓沟通情感，树

立联赛正面形象，为拓展联赛消费群体覆盖面，增强百姓

联赛消费意愿营造更好的社会环境与氛围。

4.5 以文化建设为基础，扎实联赛消费的市场根基

1）推进球迷文化、俱乐部文化与城市文化的深度互

动与融合发展

扎根球迷、服务球迷，打造代际传承、健康向上、地域

特色鲜明的球迷文化。建立深入、广泛的俱乐部与球迷

的联系、互动机制，不断加强球迷群体的组织建设与文化

建设，让球迷真正成为职业体育文化的缔造者，俱乐部文

化的拥护者和传承者。职业体育俱乐部以城市文化为

根，建立长期发展规划，制定有效发展措施，逐步建立能

够代表城市形象、具有城市文化底蕴的职业体育俱乐部

文化。逐步推动职业体育俱乐部名称的中性化，规范并

稳定以城市命名俱乐部的策略，增加城市居民对俱乐部

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培育稳定的球迷群体。通过推动职

业体育联赛球迷文化、俱乐部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互动与

融合发展，让俱乐部成为城市的名片，让联赛的赛事、活

动带动城市活力的再生与功能的再造，让职业体育联赛

更好地融入所在城市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之中。

2）积极开发职业体育联赛产品的文化传播功能与价值

积极开发、有效利用职业体育联赛各类产品在文化

传播中的媒介功能，传播正能量、有特色的职业体育联赛

和俱乐部文化。积极开发职业体育联赛文化产品，不断

丰富联赛文化产品的内容和品类，保障与尊重联赛文化

产品的知识产权，利用联赛文化产品的差异化定位维系

消费者对联赛、俱乐部的忠诚度。在职业体育联赛赛事、

特许产品、主题影视、音乐、漫画、纪录片、联赛手册、俱乐

部队刊、媒体广告、电子竞技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中赋予

更多的文化属性与文化内涵。在职业体育联赛奖杯、奖

牌、奖品、比赛训练装备、各类标识的设计与制作中融入

更多的文化元素，注重联赛器物文化和符号文化在文化

传承中的厚重感和仪式感。围绕职业体育联赛发展的历

史与文化，在联赛名人纪念堂、博物馆、纪念馆以及职业

联赛主场等文化场所和体育场所中拓展联赛文化传播功

能，开发场所经济价值。

5 结语

发展依托改革、改革促进发展，发展与改革相生相

伴、相依相存。与欧美职业体育强国“自下而上”式的职

业体育发展路径不同，由于我国缺乏职业体育自生发展

的文化土壤与市场积淀，因而，以 1992年足球职业化改革

为标志，我国职业体育联赛采取了“自上而下”式的发展

方式。时至今日，虽然我国在职业体育联赛发展的过程

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在联赛开展的人才基础、设

施条件、制度体系建设、历史文化积淀以及居民的体育消

费需求与习惯等诸多方面与欧美职业体育强国仍然存在

较大的差距。因此，新时代我国职业体育联赛改革与发

展目标的制定应基于中国的国情、体情与文化环境，基于

相关运动项目的普及程度与联赛发展的市场基础；应从

满足人民对于职业体育联赛产品的有效需求出发，以提

供人民满意的职业体育联赛产品为宗旨，这样才能够真

正实现扩大联赛消费的目标，有效发挥职业体育联赛的

多元化功能，促进体育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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