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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我国体育市场监管体系构建的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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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强体育市场监管是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化体育改革的重要举措。借助 Nvivo 12软件对全国 30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7个地级市体育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访谈资料进行质性分析。结果显示：1）市场监管和现代服

务业市场监管研究与实践对新时代体育市场监管工作和体系构建具有指导借鉴意义；2）体育市场监管发展尚处于不

成熟阶段，与新时代体育产业发展需求不够匹配；3）体育市场监管在监管部门设置、简政放权方式、市场主体发展、社

会组织定位等方面具有独立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新时代体育市场监管体系构建的途径与举措：建立多层次、多元

化的监管组织体系，多角度拓宽体育市场监管内容体系，健全与产业发展相匹配的监管法治体系，形成信息化、多样

化的监管工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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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体育产业

工作，大力推进体育领域“放管服”改革，我国体育产业取

得长足发展，社会力量迅速进入体育市场。但同时，体育

市场出现诸多问题，消费者人身、财产被侵犯的事件时有

发生，消费者与市场主体矛盾日益尖锐，极大影响了居民

体育消费信心，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市场监管是克服市场经济固有缺陷、促进市场经济健康

发展的必要手段，体育市场的问题丛生凸显加强体育市

场监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国办发

〔2019〕40 号）将“加强体育市场监管”单独列出，反映出完

善体育市场监管理论、构建体育市场监管体系、规范体育

市场秩序的强烈诉求。

市场监管作为政府核心职能之一，经几十年乃至上百

年的实践和完善，已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基础（卞靖，

2015），文化、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对

完整的市场监管体系。现有市场监管理论能否指导体育

市场监管实践？文化、旅游等市场监管体系能否为体育

市场监管体系构建提供参考？体育市场监管是否具有独

特特征？回答以上问题对探索新时代体育市场监管的内

涵，快速提升我国体育市场监管水平具有理论和实践意

义。基于此，本文在对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地级市

体育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进行访谈的基础上进行质性研

究，结合新时代体育产业发展特征及其他相关因素，研判

我国体育市场监管所处发展阶段，分析体育市场监管的

主要特征及主要问题，提出体育市场监管体系构建主要

举措，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体育市场监管体系提供参

考依据。

1 文献回顾

1.1 市场监管相关研究

市场监管是依据法律法规对市场主体经营活动进行

监督、管理，以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

管理活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邱本，2012）。综合发

达国家市场监管体系建设历程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

实，形成由监管主体、监管内容、监管依据、监管工具等相

互联系的方面组成的市场监管体系是实现市场监管目标

的必要条件（卞靖，2015；唐立军 等，2008）。进入新时代，

“政府背书式”审批、嵌入“碎片化”监管体制过度管控、事

权剩余化下沉地方且依赖运动整治等传统思维成为制约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我国

市场监管亟待向科学监管方向迈进（胡颖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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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现代服务业市场监管相关研究

综观相关研究成果，文化、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市场监

管的研究与实践受市场监管理论指导，其体系构建逻辑

与市场监管体系构建逻辑基本保持一致。例如，加快监

管思路转变、提升监管法治水平、综合应用经济性与社会

性监管举措等是提升文化市场监管水平的主要路径（吴

雨霏，2014；郑海平，2013），监管法律完善、监管内容划

分、监管体系设置、监管工具应用等是制约旅游市场监管

水平发展的基本要素（郝从容，2015；薛丽，2018）。基于

产业特征差异性，各领域市场监管研究各自聚焦，如文化

产业的公共性、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性是其市场监管的

逻辑起点，旅游产业关联性强以及游客对旅游目的地陌

生性易带来信息不对称等特征对旅游市场监管具有较强

的引导作用（胡燕佼，2012）。在此思路下，文化和旅游市

场监管研究逐渐细化，且与行业发展现状更加契合，体现

出从行业视角开展研究的必要性。

1.3 体育市场监管相关研究

相较文化、旅游等产业，我国体育市场监管研究起步

较晚，萌芽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中，起步于国务

院对国家体育总局下达“三定方案”、赋予体育行政部门

体育市场管理职能后（汤起宇 等，2005）。近年来，体育市

场监管基本特征逐渐清晰，即以体育部门和司法、市场监

管等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以体育市场主体经营行为

作为监管内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

《体育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作为监管依据，以行政执法手

段作为监管工具（汤起宇 等，2005；赵文胜，2005；朱琳，

2002）。在此基础上，研究向 4 个方面延展：1）强化对体育

社会组织和除体育部门外的其他政府部门等主体参与监

管的路径研究（彭昕 等，2011；赵文胜，2005）；2）增加对各

细分业态和运动项目市场监管策略的研究（崔彩云，

2013；樊红岩，2018；吴宝升，2018）；3）注重对体育赛事知

识产权等问题的法律法规研究（姚鹤徽，2015）；4）重视对

传统行政执法手段以及信用监管、体育标准化等新兴监

管工具的研究（顾兴全，2013；谭勇 等，2009）。

综上所述，我国体育市场监管研究已形成诸多成果，

能够为体育市场监管实践提供一定理论支撑。但受限于

体育产业发展阶段，现有体育市场监管研究与体育产业

特征关联不足，无法充分满足构建与新时代体育产业相

匹配的体育市场监管体系的现实需求。分析体育产业发

展特征与现状对体育市场监管工作实践和体系构建的影

响，对体育市场监管理论的拓展和体育市场监管水平的

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故本文提出如下 3 个假设：

H1：现有市场监管理论与研究对体育市场监管工作

实践具有一定指导作用；

H2：文化、旅游等市场监管体系可作为体育市场监管

体系构建的参考；

H3：体育市场监管具有一定独立特征。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与工具

由于我国体育产业尚处发展初期，体育市场监管相关

研究与工作实践仍相对匮乏，获取体育市场监管定量数

据具有较大难度，因此更适合选取访谈、调研等文本材料

作为研究样本。质性研究是通过归纳定性资料形成理

论，进而对研究对象行为和社会现象进行解释性理解的

整体性研究方法（陈向明，2000）10-12，与本文研究目的更加

匹配，故选取质性研究方法对体育市场监管部门相关负

责人的访谈资料进行编码整理，归纳形成理论框架后与

相关文献进行比较，进而验证假设并得出结论。同时，本

文借助计算机辅助定性数据分析软件（CAQDAS）Nvivo

12 辅助质性研究。

2.2 研究对象与资料收集

体育行政部门具有体育市场管理职能，各级体育部门

中体育市场监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对体育市场监管了解程

度较高，选取其访谈资料作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好的科学性

和可靠性。在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的大力支持下，借

助参加 2019 年 6 月“体育市场监管和体育赛事管理立法专

题调研”和 2019 年 7 月“2019 年全国体育政策法规部门负

责人立法工作座谈会”的契机，本文作者对 30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安徽、福建、甘肃、广东、贵州、海南、河北、河

南、黑龙江、湖北、湖南、吉林、江苏、江西、辽宁、宁夏、青

海、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浙江、内蒙古、西藏、新

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和 7 个地级市（大连、南京、宁

波、青岛、厦门、深圳、苏州）的相关负责人进行深度访谈，

访谈内容围绕体育市场监管工作情况展开，访谈结束后将访

谈全过程逐字逐句转录形成访谈资料，访谈对象覆盖全国大

部分地区，具备代表全国体育市场监管基本情况的作用。

2.3 资料编码与分析

本文选用传统斯特劳斯三轮编码的方法，课题组负责

人（博士，熟悉 Nvivo 软件及编码程序，全程参与本课题研

究）与课题组成员（在读博士研究生，熟悉 Nvivo 软件及编

码程序，全程参与本课题研究）共同对访谈资料进行开放

式编码、轴心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最终得到“顶层设计”

“监管主体”“监管依据”“监管内容”“监管工具”5 个一级

节点、40 个二级节点和 547 个编码参考点（表 1）。本文使

用理论饱和度检验确保研究信度，在完成第 33 份访谈资

料编码时，发现未出现新编码内容，继续使用河南、南京、

青海、四川 4 地访谈资料编码，均未出现新编码内容，表明

已达到理论饱和（Francis et al.，2010）。为保证编码一致

性，本文作者对访谈资料编码进行复核，对存在异议的节

点进行讨论，选定与研究主题最相关的节点，研究具有一

定可信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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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与讨论

3.1 体育市场监管基本研究框架

结果显示，5 个一级节点与市场监管和文化、旅游等

现代服务业市场监管理论框架基本相符，未出现不属于

一级节点的自由节点，说明在体育产业发展现阶段，体育

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开展方向及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基本

围绕市场监管理论框架展开，即现有市场监管及现代服

务业市场监管理论与研究对新时代体育市场监管工作实

践具有一定指导作用，提升体育市场监管水平应进一步

明确顶层设计，构建由监管组织、监管内容、监管依据、监

管工具等要素构成的体育市场监管体系。以上结论支持

假设 H1 和 H2。

3.2 体育市场监管发展阶段

从体育市场监管工作实际展开的访谈资料可有效反

映我国体育市场监管发展所处阶段。使用 Nvivo 12 编码

相似性分析工具，计算各一级节点、二级节点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表 2）。结果显示，一级节点间的 Pearson 相关

系数均未超过 0.6，说明当前我国体育市场监管中的各要

素尚未建立比较紧密的联系，体育市场监管体系尚未充

分形成。新兴市场形成时间较晚，其发展具有高度不确

定性，发展风险往往难以判断，这对监管目标设定、监管

节奏和力度控制提出了较高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监

管滞后（薛澜 等，2016）。由于我国体育产业起步较晚，滞

后于体育产业发展的体育市场监管发展处于起步的不成

熟阶段。同时，共有 32 组源自不同一级节点的二级节点

间 Pearson 相关系数大于 0.6，说明监管部门已逐步意识到

各监管要素间关联的必要性，且已反馈至工作实践中，总

体发展趋势向好。

3.3 体育市场监管特征

分析体育市场监管区分于其他现代服务业市场监管

的特征，可使体育市场监管部门更有效地应用市场监管

理论框架，加快构建具有体育特色的市场监管体系。将

编码分析结果与市场监管、现代服务业市场监管相关研

究进行对比，发现体育市场监管存在 4 方面特征，即支持

假设 H3。

3.3.1 各地监管部门设置差异性较大

使用 Nvivo 12 编码相似性分析工具，计算不同地区访

谈资料间的 Jaccard’s 相似系数（表 3）。结果显示，仅 4 组

访谈资料文件的相似系数大于 0.5，说明全国各地区体育

市场监管工作开展进程差异较大。由于体育市场监管起

步较晚，监管部门的设置通常取决于地方文化综合执法

改革进程及文化、旅游等其他行业监管部门的设置情况。

据调查，目前存在以北京市和苏州市为代表的体育部门

完全承担监管职能，以上海市为代表的体育部门委托文

化综合执法部门进行监管，以深圳市为代表的在体、文、

旅等部门合并后下设综合执法机构 3 种部门设置模式。

不同部门设置思路形成了体育市场监管权力的分布差

异，如北京市体育局拥有行政检查权、行政许可权、行政

处罚权和行政确认权，上海市体育局拥有行政检查权和

行政许可权，其行政处罚权由文化和旅游局执法总队行

表1 体育市场监管质性研究编码统计

Table 1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Sports Market Regulation Code Statistical Table

一级节点

顶层设计（93）

监管主体（117）

监管依据（127）

二级节点

确保市场机制正常运行

符合“放管服”改革思路

考虑市场发展实际情况

平衡监管与发展的关系

监管中体现政府服务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落实属地监管原则

保护消费者和市场主体权益

注重监管效率提升

建立监管主体协同机制

明确监管主体分工

配置市场监管工作人员

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监管

明确市场监管主体

第三方机构参与监管

提升工作人员专业资质

考虑地方监管主体差异性

对监管主体实施监督

监管依据表述清晰

参考其他领域法律法规

编码参考点数

29

17

17

8

7

6

5

3

1

31

27

16

14

12

7

6

3

1

35

30

一级节点

监管依据（127）

监管内容（88）

监管工具（122）

二级节点

监管依据具有可操作性

清晰界定“公权”和“私权”

监管依据具有足够法律效力

市场主体充分了解监管依据

规范裁量基准

明确监管内容边界

减少监管盲区

对监管内容分级分类

依照经营流程划定监管内容

监管从业人员专业资质

对体育社会组织实施监管

相关标准与体育市场相匹配

畅通监管信息来源渠道

行政执法流程合规合法

与“互联网＋电子政务”结合

应用柔性执法工具

应用信用监管工具

应用科技手段

对市场主体和消费者开展培训

建立日常监管机制

编码参考点数

21

15

12

8

6

45

16

11

7

5

4

30

27

21

14

12

8

4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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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此外，部分城市区级体育部门的差异性使体育市场

监管部门的设置更加复杂，这使得宏观层面各类体育市

场监管举措和政策法规无法快速有效渗透至基层，为监

管水平提高带来较大障碍。

3.3.2 简政放权与市场监管举措不匹配

在一级节点“顶层设计”下，二级节点“确保市场机制

正常运行”“符合‘放管服’改革思路”“考虑市场发展实际

情况”编码参考点数较多。回溯原始资料，发现大多与取

消商业性和群众性赛事审批相关。2013 年和 2014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和国家体育总局分别出台了落实简政放权改革的政策文

件。由于文化产业的公共产品属性，文化部将“外国文艺

表演团体、个人来华在非歌舞娱乐场所进行营业性演出

的审批”事项下放至省级文化主管部门，即主管部门保留

了行政审批这一监管手段。与之相比，体育部门直接取

消了商业性和群众性赛事审批，《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

法》（国家体育总局令第 25 号）第十条规定“机关、企事业

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均可依法组织和举办体育赛事活

动”，其逻辑与文化部门存在本质不同。这种差异导致体

育市场监管顶层设计不清晰，文化领域中以行政审批为

依托的监管举措无法与体育市场监管完全匹配，也出现

了体育市场监管干扰市场机制正常运行、未充分考虑市

场发展实际情况等风险。因此，以取消赛事审批为逻辑

起点，构建与之匹配的监管体系，应成为体育市场监管工

作的重要工作内容。

3.3.3 市场主体快速增长且经验欠缺

在一级节点“监管依据”和“监管工具”中，分别出现

了“市场主体充分了解监管依据”和“对市场主体和消费者

开展培训”2 个二级节点。此内容在市场监管理论框架和

其他现代服务业市场监管实践中较少提及，反映出体育市

场主体对监管要求了解较少的现实，近年来体育市场主体

的爆发性增长是造成此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据统计，

2018 年末我国体育服务业领域法人单位达到 14 万个，占

体育产业比重为 59.0%（国家统计局，2020）；截至 2018 年

底，北京市实有体育企业 8 980 户，同比增长 9.7%，远高于

全市市场主体增速（2.7%），当年度全市日均新登记体育

企业达到 5.40 户（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上海市

2015—2018 年从事体育竞赛表演活动、体育健身休闲活

动等业务的市场主体数量增幅高于全部体育市场主体数

量的平均增幅（图 1）。大量新增市场主体存在经营经验

不足、内部管理机制欠缺等特征，在缺乏有效引导的条件

下容易出现市场秩序混乱的问题。新增企业通常面临

较大的资金和财务压力，若监管主体偏离包容审慎原则，

贸然增加强硬家长制式监管工具的应用，极易导致市场

主体大量退出，产业发展可能受到系统性破坏（薛澜 等，

2016）。因此，体育市场监管在规范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的

同时，更应注重体育市场主体经营水平的提升和对体育

市场监管机制的了解。

3.3.4 体育社会组织定位具有特殊性

在一级节点“监管主体”下，二级节点“体育社会组织

参与监管”共有 14 个编码参考点，仅次于 3 个与政府部门

相关的二级节点。多元主体参与监管已成为市场监管领

域的共识。在体育市场监管中，以单项体育协会为代表

的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监管具有迫切性和必要性，但单项

体育协会的定位特殊性使其距离发挥监管作用仍有较大

表2 各一级节点及二级节点间Pearson相关系数大于0.6的数量

Table 2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the First-Level Nodes and the Number of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Greater than

0.6 between the Second-Level Nodes

关联节点

顶层设计-监管内容

顶层设计-监管主体

顶层设计-监管依据

顶层设计-监管工具

监管内容-监管主体

监管内容-监管依据

监管内容-监管工具

监管依据-监管主体

监管依据-监管工具

监管主体-监管工具

Pearson相关系数

0.516

0.359

0.293

0.043

0.500

0.060

0.000

0.239

0.020

-0.019

二级节点间Pearson相关系数大于0.6的数量/组

7

3

3

6

2

1

1

3

4

2

表3 各访谈资料文件间Jaccard’s相似系数大于0.5的关联文件

Table 3 Correlation Files with Jaccard’s Coefficient Greater

than 0.5 among Each Interview Data File

关联文件

苏州-上海

广东-大连

厦门-吉林

重庆-吉林

Jaccard’s相似系数

0.632

0.571

0.533

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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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调研发现，受制于运动项目市场化水平差异，现阶

段不同单项体育协会的收入来源和发展路径差别较大。

从全国层面看，既存在中国足球协会、中国篮球协会等改

革进程较快的协会，也存在改革进程较慢的重竞技运动

项目单项体育协会。在省域和市域层面，由于协会脱钩

后需自负盈亏，因此出现了单项体育协会直接参与市场

竞争的现象。单项体育协会无法完全具备公平公正参与

市场监管的能力，导致多元主体参与体育市场监管的体

系尚未形成。

3.4 体育市场监管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级节点编码参考点数越多，代表各地体育市场监管

部门负责人对该节点关注程度越高，其越有可能成为当

前我国体育市场监管的共性问题。

3.4.1 监管主体力量比较薄弱

分析“监管主体”中“建立监管主体协同机制”“明确

监管主体分工”“配置市场监管工作人员”3 个二级节点，

发现当前体育市场监管主体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

面，协同监管工作机制尚未建立。一般监管与专业监管

的二元并立是我国市场监管的基本特征，行业管理部门

与其他部门形成协同监管机制是提升市场监管水平的主

流选择（周天勇 等，2018）193。但目前体育部门与其他相

关部门在监管职责上的划分尚不清晰，大部分地区体育

部门对相关部门监管工作情况并不知晓。以“健身”为关

键词，在“中国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文书网”（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主办）检索到 2019 年 1—12 月有 768 份处罚文书，其

中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和福建省分别有 199 份、203 份、

134 份和 73 份，对上海市的 203 份处罚文书进行分析，发

现市场监管部门已对健身机构的虚假广告宣传、商标侵

权等违法行为进行规制。各部门对体育市场监管的分工

不清晰，可能导致重复监管并形成行政资源浪费，或某项

监管职能无法有效落实而出现监管不作为，会为市场主

体经营带来困扰。另一方面，体育市场监管人员配置存

在较大缺口。回溯访谈资料发现，大部分区（县）级体育

部门仅配置 1～2 名工作人员负责区域内全部工作，难以

承担市场监管的工作职责。基层监管部门是属地原则下

基础性监管职能的落实者，体育部门人员配置不足将导

致体育市场监管工作出现错位，即省市级监管部门陷入

处理各类微观案件的困境，制定市场监管框架、维护地区

体育市场整体秩序等本职工作难以有效推进。

3.4.2 监管内容存在一定空白

“明确监管内容边界”“减少监管盲区”“对监管内容

分级分类”3 个二级节点的编码参考点总数达到 72 个，占

“监管内容”编码参考点总数比重超过 80%。加强分级分

类监管，着力解决监管内容边界不清晰、体育市场存在监

管盲区等问题，已成为体育市场监管工作的普遍诉求。

安全隐患较大、事故概率较高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

是当前监管的主要内容（黄海燕 等，2020），但仅从安全性

出发界定监管内容已无法满足当前体育市场发展需求。

从产业分类角度看，在健身休闲领域，自 2015 年健身服务

首次进入“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服务类投诉

前十以来，其合同手续、霸王条款、卷款跑路等问题逐步

暴露蔓延，成为维权“老大难”问题；在体育培训领域，因

其具有与健身行业类似的预付式消费模式，近年来消费

纠纷不断增加，由于体育培训业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在课

程内容、教师资质等方面可能存在监管漏洞；在竞赛表演

领域，不同层级、不同运动项目的体育赛事主办方、承办方

和协办方的权利和义务尚未界定清晰，对体育赛事赛前、

赛中、赛后的监管更无从谈起。从运动项目分类角度看，

洞穴探险、翼装飞行、自由搏击等新兴体育项目快速发展；

依托旅游景区等载体，涵盖游泳、帆船等体育运动元素，具

有体验、娱乐性质的服务项目大量出现，是否将以上内容

纳入体育市场监管范围尚无定论。分类监管是市场监管

成熟化的主要特征（卞靖，2015），如何在产业分类、运动项

目分类等众多逻辑下选取适宜的分类模式，将对强化监管

内容与监管主体、监管依据、监管工具等要素之间的关联

产生较大影响。

3.4.3 监管依据有待进一步完善

通过对“监管依据”中“监管依据具有可操作性”“清

晰界定‘公权’和‘私权’”等编码参考点数较多的二级节

点进行分析，发现体育市场监管依据有以下两方面问题

亟待完善。一方面，监管依据表述不清晰、可操作性不

强。市场监管工作应树立底线思维，在监管依据中清晰

表述监管底线以及树立触及底线的后果是提升监管有效

性的重要路径。1995 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现国家体

育总局）制定的《体育产业发展纲要（1995—2010 年）》指

出，要加快体育市场立法进程和体育市场监管法律法规，

在此指导下，以《体育法》为核心的体育法律法规带有比

较明显的计划经济烙印（马宏俊 等，2015），其对监管底线

的表述不清晰，监管主体无法有效落实监管工作，使市场

监管长期停留在表面（谭小勇 等，2021）。回溯访谈资料

图1 2015—2018年上海市从事不同业务的体育市场主体

数量增幅对比

Figure 1. The Contrast in Growing Rate of Different Sports

Businesses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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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2020 年出台的《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法律责任

部分要求从赛事申办审批、赛事活动名称、赛事安全等方

面对违法违规办赛主体实施处罚，但后续尚未出台相关

规定对以上内容进行解释，为赛事监管工作提供的支持

比较有限。另一方面，当前监管依据对体育市场中“公

权”和“私权”的划分不够清晰。市场监管本质上是政府

部门通过合法应用“公权”对市场主体和消费者的“私权”

进行有效保护（姜熙，2015）。“公权”与“私权”的模糊界

定，不仅增加了监管负担，也可能导致监管越界，与包容

审慎监管原则相背。例如，在马拉松、极限运动等赛事中

出现人员伤亡事故时，舆论倾向将其归因于监管不力，但

在安全保障完备时是否应归咎于此值得商榷。《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等经济法具有区分“公

权”与“私权”的作用，但调研发现，目前监管主体几乎不

将其作为体育市场监管依据，导致这些经济法无法在体

育领域中充分发挥作用。

3.4.4 现代化监管工具应用比较匮乏

编码统计显示，除“行政执法流程合规合法”外，“相

关标准与体育市场相匹配”“畅通监管信息来源渠道”“与

‘互联网＋电子政务’结合”“应用柔性执法工具”“应用信

用监管工具”等二级节点均与现代化监管工具相关。回

溯访谈资料发现，监管主体对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行政

处罚等传统监管工具应用的合规性和合法性比较重视，但

面对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现代化监管工具应用比较匮

乏。第一，体育标准化工作开展比较缓慢。使用“中国标

准化协会”网站“标准查询”功能进行检索发现，截至 2019

年 10 月，体育领域有国家标准 51 项、地方标准 3 项、团体

标准 7 项，其中 50 项与场馆设施设备、体育用品等硬件水

平有关，仅 11 项与体育服务经营质量有关，与体育产业匹

配程度较低。单项体育协会出台的指引性文件有待专业

化，以《中国台球协会赛事管理办法（试行）》和《中国赛艇

协会赛事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为例，文件主要以国家体育

总局体育赛事监管相关政策法规为基本框架，未涉及与

运动项目本身相关的内容，无法发挥标准化文件的专业

性作用。第二，市场监管信息来源渠道尚未完全建立。

大数据技术可有效提升监管时效性和准确性，需要监管

主体具有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即时获取市场相关数

据的能力。调研显示，除针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外，

现有信息收集机制与简政放权的总体思路存在一定偏

差，具有变相审批的法律风险，建立一条智能、高效、与数

字政府相连的信息来源渠道具有迫切需要。第三，信用

监管、柔性监管等手段应用较少。当前我国信用监管和

黑名单制度存在列入标准、惩戒措施、移出标准等统一性

不高，各部门间黑名单信息流转不到位等问题（高翔，

2017），国家体育总局印发实施的《体育市场黑名单管理

办法》中明确规定，一年内受到行政机关 2 次以上行政处

罚的市场主体即列入体育市场黑名单，可能使大量处于

发展初期的市场主体进入黑名单，具有用“以曝代管”代

替“以审代管”之嫌，不利于产业良性发展（刘平 等，

2006）。另外，体育市场监管更倾向于使用行政检查、行

政强制、行政处罚等传统工具，对行政指导等柔性监管工

具的认知不足，应用较少。

4 研究结论与建议

综上，我国体育市场监管处于起步的不成熟阶段，体

育市场监管体系尚未形成，与体育产业发展现实不够匹

配，与包容审慎的监管思路存在一定差距。面对新时代

体育市场呈现的多样性、复杂性、动态性发展趋势，抓住

体育市场监管特征，以“放管服”改革思路引领体育市场

监管顶层设计，构建完善由监管组织体系、监管内容体

系、监管法治体系、监管工具体系组成的体育市场监管体

系是解决体育市场监管问题的必然选择。

4.1 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监管组织体系

措施性监管改革创新一般由基层产生，向中上层推

广；制度性监管改革创新一般由上层研究，由基层实践

（熊元斌，1999）。只有形成层次清晰、分工明确的监管组

织体系，才能有效化解监管工作繁重与主体力量薄弱间

的矛盾，推动体育市场监管科学化和规范化。一方面，应

明确各层级监管主体职责。在国家体育总局层面，应针

对全国体育市场共性问题，加快完善体育法治体系，推进

体育标准化建设。进一步明确不同细分业态监管工作中

政府、社会、市场的边界，从顶层设计上尽快明确体育社

会组织的监管定位，为基层监管部门提供指引。在省市

级监管主体层面，完善基层体育市场监管主体框架和加

快地方人民政府立法进程是其工作核心内容。应尽快摆

脱市场监管职能错位困境，明确省、市、区（县）各级体育

部门监管职责，加强基层监管部门人员配置。京津冀、长

三角、粤港澳等体育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应在地区

协同监管、大数据监管等方面进行探索。另一方面，应加

快打通各类主体参与监管的路径。加快体育社会组织改

革进程，进一步发挥其行业自律功能。针对不同业态的

特征，可形成差异化的多元主体参与监管的工作机制。

例如，上海市体育局针对健身行业单用途预付消费卡问

题，构建“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在市、区两级体育部门、文

化综合执法机构参与监管的基础上，打通市社会体育管

理中心、市健身健美协会、资金存管银行等主体参与监管

的路径，初步实现该领域协同监管。

4.2 多角度拓宽体育市场监管内容体系

结合当前监管主体建设情况及体育社会组织的定位

特殊性，建议按照核心产业市场、中介产业市场、外围产业

市场建立体育市场监管内容体系（鲍明晓，2005）（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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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优化专业监管和一般监管的资源配置，带动单项体

育协会等社会组织参与监管，进而形成业态分类、运动项

目分类交叉的体育市场监管内容体系，减少监管盲区。

核心产业需配置更多专业监管资源，针对健身休闲业，建

议以上海等地监管经验为基础，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范

围内建立预付式消费监管机制。健身教练资格认证也应

成为监管重点，建议体育部门联合健身健美协会，针对培

训认证覆盖率低、质量不高等问题，构建教练资格认证体

系。针对体育培训业，应加强培训教师资质、培训课程设

置等方面的监管以保障消费者安全。针对竞赛表演业，应

从厘清市场主体、单项体育协会、体育部门、其他相关部门

权利义务的问题入手，推进各主体权责平衡，聚焦赛事名

称规范、赛事票务管理、赛事保障情况等核心问题，更新、

细化相关法律法规，为事中事后监管提供依据。

4.3 健全与产业发展匹配的监管法治体系

构建兼顾体育产业发展与规制，符合公共管理学理论

的，具有专业性、规范性、确定性、连续性特征的体育法律

法规体系是健全监管法治体系的当务之急（Ranchordás，

2015）。一方面，应着力提升监管依据的可操作性。澳大

利亚维多利亚州《重大体育赛事法（2009）》（Major Events

Act 2009）内容涵盖赛事观众秩序管理、赛事知识产权保

护、赛事票务管理、赛事商务开发等 12 个赛事举办过程中

的重要环节，条款超过 200 条。建议从监管主体赋权、监

管内容划分、监管工具应用等方面完善现有体育法律法

规，为监管工作提供更加充分的依据。另一方面，加快对

体育市场运行中“公权”与“私权”的界定。建议将体育市

场监管相关内容尽快纳入《体育法》，为应用“公权”开展

体育市场监管工作提供总体依据，通过加强与其他法律

法规的联系完善“公权”与“私权”的界定。第一，建议加

强对债权债务、合同纠纷等方面民商法的研究，促进市场

主体自身维权意识提升，促进“公权”和“私权”归位。第

二，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

典》）相关条款的研究。《民法典》对民事主体“私权”进行

了更加清晰的界定，例如，在第 1176 条中新增了自甘风险

条款，明确“在对抗性体育活动中，如果因为其他参加者

的行为受伤，受害人不得就此主张其他参加者的侵权责

任，除非其他参与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对于体育活动相关组织者的责任，适用《民法典》有关安

全保障义务的规定”，首次从法律秩序上承认了体育活动

固有风险的存在。总体上看，《民法典》构建了一套市场

交易规则，具有为体育市场主体行为提供稳定的行为预

期的基础性条件（赵毅，2020），建议加强《民法典》与体育

市场监管间的关联，为体育市场监管边界界定、体育市场

主体合法权益保障、体育市场纠纷处理提供有力支撑。

第三，体育赛事票务市场“黄牛”问题、健身预付式消费问

题等属存在于现代服务业市场的共性问题，借鉴其他领

域法律法规对解决此类问题具有指导价值。例如，可加

强对体育赛事票务服务能否参照《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作为监管依据等焦点问题的可行性分析，提升对现有法

律资源的利用。

4.4 形成信息化、多样化的监管工具体系

以最低成本支出获取最优监管效果是监管工具应用

的理想状态（熊元斌，1999）。为实现包容审慎监管，应将

体育市场监管视为动态化过程，减少强硬家长制式监管

工具应用，倡导使用温和家长制式监管工具，加快培养

“互联网＋体育市场监管”思维（郁建兴 等，2017）。第一，

应加快体育行业标准化建设进程。体育部门应联合单项

体育协会，结合不同运动项目的特征及发展现状，形成体

育行业标准化体系。例如，中国田径协会不仅出台了《中

国马拉松及相关运动办赛指南》《中国马拉松及相关运动

参赛指南》等基础性文件，还出台了包括赛风赛纪、反兴

奋剂、经纪人等多方面具体文件以维护全国马拉松赛事

秩序。第二，构建体育市场信息收集与流转路径。摆脱

传统行政命令式的信息采集路径，注重为体育市场主体

提供服务，吸引市场主体主动与体育部门沟通，加强体育

部门对体育市场信息的知晓程度，进而破解市场主体与

体育部门的双向信息不对称。依托“互联网＋政务服务”

的发展成果，打通各级体育部门、体育社会组织、体育市

场主体间的信息流转路径，以各级政府政务服务平台为

信息流转枢纽，在信息收集、信息反馈、信息公示等方面

形成常态化工作机制，从而消除监管工作中的信息孤岛，

为实现大数据监管提供保障（北京大学课题组，2020；曾

理 等，2021）。例如，上海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以“上海游

泳健身”平台为信息枢纽，推动游泳项目经营主体上传许

可证、联系电话、教练员、救生员等经营信息，使用“智慧

指挥中心”帮助体育、卫生健康、文化执法实现在线监控

管理和数据采集功能，结合数据积累与分析结果为监管

工作提供决策依据。第三，合理运用信用监管手段和柔

性执法工具。将健身休闲业、体育培训业中教练资质，竞

赛表演业中赛事名称规范等对市场环境影响较大的关键

问题作为监管底线，形成与产业发展更匹配的信用监管

机制。完善《体育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选取可获得性

高、可操作性强的指标，收紧黑名单进入标准，实现黑名

单对大部分市场主体的警示作用以及对小部分市场主体

图2 体育市场监管内容体系构建

Figure 2. The Construction of Supervision Content System in

Sport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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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惩戒作用。通过建议、劝告、引导、指示、鼓励等柔性监

管手段引导体育市场主体规范经营，破解大量中小微体

育企业经营经验缺乏的困境。

5 结语

与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等现代服务业相比，体育产业

发展起步较晚，体育市场机制尚不完善。应理性认识到，

在体育市场主体爆发性增长的背景下，体育市场出现市

场失灵现象有其必然性。目前，各级体育部门已相继开

始探索体育市场监管水平的提升路径，但推进除体育部

门外的其他相关部门加强体育市场监管需要以大量协调

工作为基础，加强体育社会组织在标准制定、行业自律等

方面的职责需要依靠体育社会组织改革进程的深化，界

定体育市场监管“公权”和市场主体及消费者的“私权”需

要体育市场监管案例的长期积累，因此，形成与体育市场

现状相匹配的市场监管体系是一个过程性问题，如何使

用更加丰富的研究方法对体育市场监管各要素间关系等

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探索，有待未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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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Qualitative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ports

Market Supervision System in the New Era

LIU Weiyu，HUANG Haiyan*

Shanghai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Sports and Health Industr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Enhancement of the sports market supervis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toward the high-quality end and deepening the sports industry reform. By using Nvivo 12 software, qualita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interview data about the heads of sports market supervision departments in 30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municipalities and other 7 prefecture-level citi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1)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market supervision and
modern service market supervision have a guiding and instructive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duction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of sports
market supervision in the New Era; 2) the sports market supervision has just started, which is immature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sports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3) sports market regulation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how to set up regulatory
departments, streamline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e powers, develop market subjects and position social organizations. On this
basis, the approaches and measures are propos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orts market supervision system in the New Era: To
establish a multi-level and pluralistic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 system, broaden the sports market supervision system from the
multiple angels, improve the regulatory and legal system that matche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form an information-based and
diversified regulatory tool system.
Keywords: New Era; sports market supervis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system construction; reform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上接第14页）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tion, historical analysis, comparative reasoning,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theme,

content and fra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practical dire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a’s world sports power over the past

centur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sport,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process of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o explor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sports power is corresponded with the China’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tanding up and

growing prosperous and becoming strong”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mutually confirming with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context of “saving, build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 and consistent to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of “building, chasing and realizing dreams”, and correspondingly integrated with the struggle vision of the sports

cause of “establishment, revitalization and prosperity”, and connected with the firm pursuit of the sports cause of “emphasizing,

rejuvenat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sport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Chinese people have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sports power with joint forces, forming a vigorous fountain of strength of the world sports power, and the

result is that the elements of building the world sports power can be integrated into people’s better life featuring health and

happiness. A pattern of “rooted in China and merging the world” has been created for sports exchanges and opening-up, and made

the sports tak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n important mission for its advancement and development, and

formed a new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world sports pow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ding sports nation; Healthy China; dream of leading sports nation; Chinese dream; the

great revival of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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