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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机遇、挑战、任务与对策

郑家鲲

（上海体育学院 休闲学院，上海 200438）

摘 要：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是新时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健身需求的重要保障，是实现健康中国、

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的重要支撑。研究运用文献资料调研、实地考察、问卷调查等方法，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发

展基础进行梳理，分析“十四五”期间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机遇与挑战。研究认为，国家战略定位

开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发展新篇章、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区域协同发展、跨领域融合发展等为更高水

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带来机遇；同时面临新冠疫情加大构建难度、社会生产体系变化提高服务要求、人口

结构变动激化供需矛盾、协会脱钩过渡期产生机制变革、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资金缺口等风险挑战。基于此，围绕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标准化发展、均等化发展、融合化发展、智慧化发展、一体化发展、法治化发展 6 个维度，提出“十四五”

时期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主要任务，并从场地设施、赛事活动、体育组织、健身指导、信息服务、体质监测

6个方面提出具体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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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是政府为满足社会成员参与

体育健身的现实需要，向全社会提供公益性体育服务产

品所形成的系统性、整体性的制度安排（国家体育总局，

2016），是我国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民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权益密切相关。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关心体育

工作，不断谋划、推动体育事业改革发展，将全民健身上

升为国家战略，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十三五”时期，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社会各界凝心聚力，全民健身国家

战略全面实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

成效，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提供了有力支撑。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

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

需求，统筹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这为“十四五”时期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

“建成体育强国”的远景规划及“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的战略指导方针，这赋予了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新的使命。站在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新征程的历史起点，需要科学谋划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以期为建成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奠

定坚实基础。鉴于此，本研究结合实地考察与问卷调查

（在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的支持下，在上海、浙江、安徽、

广西等地进行实地调研和问卷发放，回收有效居民问卷

2 140 份），梳理和总结当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

基础，分析“十四五”时期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提出“十四五”时期构建更

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任务与对策。

1 “十三五”期间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现状

1.1 主要成就

“十三五”期间，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全

民健身国家战略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显著

提升。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全民健身顶层设

计和长远规划更加清晰，工作机制改革创新更加有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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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彬 等，2019），初步形成以满足人民群众健身需求为根

本，以“六个身边工程”为抓手，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市场

运作、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

国家体育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利用中央资金 140 余亿

元，支持引导地方建设完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截至 2020年

底，全国体育场地达 371.34 万个，体育场地面积达 30.99 亿

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20 m2；投入中央资金 47 亿元

支持符合条件的大型公共体育场馆向群众开放，体育场

馆的便民、惠民性得到显著提升；体育社会组织迅速发

展，组织数量由 2012年的 23 550个增至 2018年的 53 750个，

增幅达到 128%，远高于同期全国社会组织平均增幅的

64%，其中，体育类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

数量分别达到 33 722、42 和 11 186 个，组织网络不断健

全；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持续扩大，截至 2020 年底，全国

累计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共约 260 万人，每千人拥有社会

体育指导员 1.86 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超过 4 亿人，

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丰富多彩，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

测验活动地市覆盖率达到 73.6%；编制《全民健身指南》等

科学健身指导读物，针对青少年近视、肥胖等突出问题研

制体育干预方法，为人民群众提供科学健身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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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体育总局信息中心、体育

科学研究所组织国体智慧体育技术创新中心开发的全民

健身信息服务平台正式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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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体育健身文化和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精神广泛弘

扬，推出了一批群众健身文化作品，宣传了健身优秀人

物、生动故事和品牌项目，树立推广了基层健身榜样。

1.2 存在问题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必须将保障

全体人民的基本体育权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

身需求作为构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健全促进全民

健身制度性举措，强化政府职责，支持社会参与，不断提

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人民群众健身获得感、幸

福感与安全感。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及社会各界的共同

努力下，我国各级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工作

机制逐渐健全，服务质量不断提高，但与高水平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协调统一，体惠全民”的构建目标相比，仍然存

在不小的差距。

1.2.1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需矛盾依然突出

“十三五”期间，随着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持续推进，人

民群众的体育需求得到了更好地满足，体育权益得到了

更好的保障。但从整体来看，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供需

矛盾依然突出：1）发展不平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所涉

及的场地设施、资金投入、人力资源、组织资源等在城乡、

区域间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卢文云，2018；马德浩，

2019）。2）可持续性运营乏力。许多体育场地设施、组织

团体、健身指导平台因缺乏管理、运营人才及物质、资金

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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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到及时地补充与维护，成为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的发展“盲点”。3）资源闲置与需求紧缺并

存。学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的社会开放

程度总体上仍处于较低水平，许多大型公共体育场馆荒

废闲置，群众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

1.2.2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多元协同格局仍未形成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需要政府、

社会和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但在目前，政府主

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发展格局仍未完全形成：1）政府协同工作机制尚需完善。

尽管国务院全民健身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及各级地方

全民健身领导协调机制相继建立，但诸多需要部门合作

解决的问题仍未有效解决，跨部门的资源调动与整合能

力需要进一步加强。2）体育社会组织的服务承载力不

足。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尽管在数量、规模上迅速扩大，但

内卷化现象突出，成熟度普遍较低，管理、提供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的能力有待提高（韩慧 等，2019；裴立新，2019）。

调查数据显示（图 1），经费缺乏仍是当前体育社会组织所

面临的最为普遍的问题。此外，进一步解决体育社会组

织场地缺乏问题、强化组织自身管理能力等是体育社会

组织发展需要加强的重点方向。3）市场活力尚未充分激

活。尽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环境得到了进一

步优化，但成熟的市场运作机制还未形成，鼓励社会、市

场主体参与的政策支持不足，落地程度不够，市场主体的

参与意愿仍未充分激发。4）全民健身主体的监督管理机

制尚不健全。随着“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市

场等主体在全民健身领域有了更大的参与空间，但主体

数量的增多、类型的多元、分布的广泛给政府部门的监管

增加了难度，相应监管机制未能及时匹配健全，给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的发展留下了诸多隐患。例如，群众性、商业

性体育赛事审批的取消大大激发了民间办赛活力，但赛

事监管不到位使得赛事举办的规范性与安全性难以

保障。

1.2.3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政策执行尚需加强

政府部门高度重视以顶层设计和发展规划指导全民

健身工作，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为更高水平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奠定了政策基础。但从政策执

行的现实效果来看，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部分国家层面的

规划、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呈执行力逐渐衰弱现象，尤其在

基层政府部门，普遍存在有经费支持的项目就积极争取，

需要自行投入的项目就很难推进的情况，影响了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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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实施效果。主要表现在：1）政策标准及配置要求需

细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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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导各地发展实践过程中缺乏能够测量、评

价的细化指标。2）监督评估亟待加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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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纳入”工作标准需规

范。尽管我国各级政府已基本实现全民健身“三纳入”，

确保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在政府工作中得到常态化关

注，但由于列入财政预算的标准不统一，各地呈现出不均

衡发展态势，支持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发展的财政资金仍

然难以保障。全民健身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政

府工作报告普遍存在表述笼统、列入项目单一等情况。

1.2.4 全民健身社会文化氛围尚未形成

健身文化是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根基，是推动人民群

众参与运动健身的内在动力（王浩淼，2018）。“十三五”期

间，国家高度重视弘扬全民健身文化，通过推出健身题材

文化作品、宣传健身故事、投放健身公益广告、开办公益

讲座等方式传播全民健身知识、提高群众健身意识。但

就整体而言，全民健身社会文化氛围尚未充分形成：1）学

生体育素养缺失问题仍然存在。尽管学校体育作为学校

教育的重要组成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受“应试教育”

的长期影响，学校体育仍是整个教育工作的薄弱环节，体

育知识不足、运动技能缺失、运动参与不够等问题仍然不

同程度地存在（刘海燕，2016；伍波，2017）。2）群众健身

理念还需引领。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部分群众的

健身理念开始转变，逐渐意识到运动健身对身体健康和

幸福生活的重要作用，但对于多数人来说，健身理念仍需

进一步引领。从人群结构来看，目前参与锻炼的主要群

体是老年人和妇女，中青年群体、企事业单位职工等健身

理念薄弱、行动力不足（刘国永，2018），健身人群的“马鞍

形”结构尚未改变。3）不良生活方式有增无减。在作业

方式程式化、娱乐方式电子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较长

时间的单一姿态、重复动作越来越成为人们学习、工作和

生活的常态，近视、肥胖发生率逐年增加，诸多慢性疾病

呈现低龄化发展趋势。

1.2.5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群众满意度仍需提升

随着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推动落实，国家围绕人民群

众健身需求，通过制度改革与资源投入，切实提升人民获

得感，但受历史发展因素及社会经济条件限制，这一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来看：1）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尚

需加强。调查数据显示（图 2），分别有 67.22%、64.81% 的

城、乡居民认为，当前健身设施数量过少；51.23% 的乡村

居民认为，场地设施类型太少，29.71% 的城市居民认为，

体育场地设施布局不合理。可见除数量以外，类型太少、

布局不合理分别是城、乡居民在场地设施建设中感知最

多的方面，需要在今后予以重点关注。2）赛事活动及健

身指导惠及率不甚理想。调查结果显示，在当前城、乡居

民所参与的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中，分别有 50.30% 和

46.63% 的比率为自发组织，远高于其他主体所组织的活

动比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各类供给主体举办

的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相对不足，未能广泛惠及城乡居

民。而在体育活动中，城、乡居民不知道有社会体育指导

员存在，或认为其未发挥指导作用的比率之和分别为

63.73% 和 57.33%，可见当前社会体育指导员未能充分发

挥其应有的健身指导作用。3）群众满意度仍有较大提升

空间。我国城乡居民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总体状况持基

本满意以上态度的比例为 62.80%，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调查显示（图 3），城乡居民对国民体质监测、健身指导、培

训、信息咨询、提供比赛服装设备等方面的满意率相对较

低。进一步完善国民体质监测制度、提高科学健身指导

服务水平、强化活动竞赛的后勤保障是当前提升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群众满意度所要突破的重点。

图1 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主要困境

Figure 1. The Main Difficul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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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十四五”时期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面临

的机遇

2.1 国家战略定位开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发展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体

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

平台，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价值不可

替代。随着全民健身、体育强国先后上升为国家战略，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作为体育促进健康的重要支撑得到前所

未有的重视。周期性《全民健身计划》《体育强国建设纲

要》《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

见》等国家政策、规划及各级配套措施的颁布，为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人民群众的体育锻炼

需求也被进一步激活，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在“十四五”时

期将迎来新的发展局面。

2.2 现代信息技术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发展提供新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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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发展被赋予了更多的可能。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普及实

现了个体运动的实时监测，能够更大程度地保障群众健

图2 城乡居民对体育场地设施现存问题的看法

Figure 2. View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Sports Facilities

图3 城乡居民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总体状况的满意程度

Figure 3.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o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National Fitness Public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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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参与的有效性和安全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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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健身公共服务获取的便捷性与匹配度。各地区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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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发展决策提供

科学依据。

2.3 产业结构优化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发展注入新动力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

比重为 39.0%，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53.9%，人均 GDP

首次突破 1 万美元（70 892 元人民币），超过中等收入国家

的平均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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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

研究基金会“博智宏观论坛”中长期发展课题组 等，

2018），服务业将出现爆发性增长。当前，我国体育产业

发展基础相对薄弱，2019 年，体育产业总规模为 2.95 万亿

元，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也为体育服务业的发

展留足了市场空间。在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下，体育产

业的发展势能将被迅速释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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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公共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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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的市场化运作将在社会经济的强大推力下相互促进，推

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繁荣发展。

2.4 区域协同发展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发展提供新平台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区域协同战略的相继出台，

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提供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

协同发展新平台，有利于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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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有利于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发展的提质增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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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现资源整合、规模扩

大、效益提高、互利多赢的重要举措。

2.5 跨领域融合发展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发展创造新契机

在大体育观的价值引领下，体育事业更加深刻地渗透

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领域中，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与各相

关领域的融合发展正在进一步加强。体医融合、体教融

合、体旅结合等发展理念，在实践探索中逐步深化，全民

健身在服务人民健康、服务青少年全面成长、服务群众多

元体育需求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健康中国 2030”规

划纲要》《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

展的意见》等规划、意见的出台，创造了良好的融合发展

环境，跨领域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突破了以往体育单一

领域发展难以突破的瓶颈，使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在人才

队伍培育、发展资源获取、理论研究深化等方面有了更多

的可能，同时也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发挥其社会效益提

供了更加多元的舞台。

3 “十四五”时期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潜

在挑战

3.1 新冠疫情影响下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环境更

加严峻

当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巩固

疫情防控成果、防止疫情反弹的任务依旧繁重。新冠疫

情的冲击不可避免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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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明晓，2020）。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的组织

形式、组织规模等均受到新冠疫情不同程度的影响，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的供给效能被大幅度降低。单纯的传统户

外项目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已难以满足群众健身需求，

具有属地特征的服务项目日益受到公众的关注，尽管各

地政府及市场主体通过各种线上平台提供了多种多样的

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但项目种类和锻炼效果还明显不

足。此外，疫情防控期间“封城歇业”的必要举措不可避

免地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诸多体育企业面临

生存困境（吴香芝 等，2020），体育服务市场遭到巨大

冲击。

3.2 社会生产体系变化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提出更高

要求

随着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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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生产力迅速提升的同时，

久坐少动等现象成为人们工作生活的常态，慢性病发病率

呈迅速上升趋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进展（2015 年）》

报告显示，慢性病致死率已达全国总死亡人口的 86.6%，

其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 70%。人民群众对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健康促进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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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所面临的重要

课题。

3.3 人口结构变动进一步激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需矛盾

民政部 2020 年第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公布的预测

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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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亿，占比超过 20%，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标准（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2020）。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使得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在提高老年人群健康水平、减少家庭和社

会医疗保障负担、最大限度保持老年人群社会生产性等

方面的作用需求进一步激增。劳动力人口比重下降与老

年人口比率的增长，促使老年抚养系数进一步提高，社会

经济活力、创新能力将在老龄化过程中受到削弱。社会

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拖累以及老年保障投入的增加无疑

会削弱政府财力，致使政府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投入

紧缩。2020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9 年末，我

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 60%。城镇化所带来的城

乡人口结构变化将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供给结构、资

源布局、覆盖人群等带来较大影响，如何顺应城镇化趋

势，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协调发展是当前必须面对的

问题。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少年

人口大量外流。农村人口呈现总量下降、老龄化、低教育

化的发展趋势，体育人才缺口更加严重。城镇人口的大

量涌入也使得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供给压力持续加大，

资源需求的不确定性增加，供需矛盾被进一步激化。

3.4 协会脱钩过渡期体育社会组织的服务供给机制发生

变革

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是理顺政府、市场与社

会三者之间关系，建立政府依法行政、社会组织依法自治

的关键环节，是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深刻变革。从长远来看，脱钩改革有利于激发体育社会

组织的内在活力与发展动力，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其独特

优势，提高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十四五”作为

体育协会大面积脱钩后的第一个五年周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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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社会组织面临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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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过程中进行调整、重构。尽管《行业协会商会与行

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等政策文件对组织脱钩做出了要

求，但政府职能转移的具体清单缺乏、组织发展的保障机

制尚不健全。部分地方政府已开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

方式扶持体育社会组织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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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的不确定性大大增

加。体育社会组织脱钩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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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需要面对和

解决的问题。

3.5 经济下行压力使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资金存在一定缺口

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发展与维护长期以来受

到资金缺口制约。以健身设施建设为例，目前我国尚有

3.5 万余个行政村（社区、街道）未建有健身场地设施。按

每个行政村投入 5 万元测算，实现健身场地设施全覆盖还

需 17.5 亿余元。此外，按全国共有 55 万个行政村项目测

算，若项目使用寿命为 10 年，则平均每年需维修更新约

5.5 万个项目，若每个项目进行维修更新投入 3 万元，每年

需投入约 17 亿元，许多地方特别是贫困地区由于本级财

政紧张，无力保障体育健身工程设施维修更新所需资金

投入。此外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我国经济增长受到了

较大冲击，“十四五”时期政府财政支出面临较大压力。

2020 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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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

拨付的体育事业经费不增反减的可能性很大，加之体育

彩票销售下滑、疫情防控常态化影响下体育服务市场的

创收能力减弱（鲍明晓，2020），经济下行压力使得原本财

政吃紧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面临更大的支付压力。

4 “十四五”时期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主

要任务

4.1 实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标准化发展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标准化是政府在履行服务职责过

程中，通过对全民健身领域具有重复性特质的工作进行

标准的制定、发布与实施的工作，以求达到目标明确化、

方法规范化、过程程序化，进一步提升服务成效、取得良

好社会效益的过程（王学彬 等，2015），是解决当前“政出

多门、各自为政、自由裁量、互不相关以及社会资源分配

不公、政府与市场关系不顺”等问题的技术支撑（高丽梅

等，2018）。“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落实国家标准化战

略，细化全国体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职责，探索成立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标准委员会。根据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范

围和种类，构建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政府财力相匹配的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完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

设、管理、服务标准，落实全民健身设施科学配置、日常巡

查、更新维护、信息化管理服务等标准；健全全民健身赛

事活动举办标准，明确企业、社会等多元主体举办各类赛

事活动的运作标准与安全标准；探索落实健身指导标准，

规范社会体育指导员开展健身指导服务、市民体质监测

等标准。发挥标准对于全民健身工作的引领和规范作

用，建立科学规范、评估公正、分工合理的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标准化运作机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体育、发改、财

政等部门要围绕相关标准，结合当地实际研究细化具体

的实施标准。建立健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动态

监测和绩效评估制度，科学设置监测和评估指标，并将监

测和评估结果的运用与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县）、全国

文明城市、健康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和文

明校园等工作结合起来。

4.2 促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均等化发展

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存在总量供给不足、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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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发展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等短板问题，难以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十四五”时期，要把满

足人民群众的基本体育健身需求放在突出位置，以标准

化建设为抓手，以资源优化配置为切入点，着力解决设施

总量不足、结构不优、利用率不高等突出问题。总结近年

来各地区实践经验及先进做法，积极探索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结对帮扶工作新路径，采用定向援助、对口支援等多

种形式，支持“老少边穷”地区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发展。

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等制度，

城乡一体设计、一体实施，以县市区为单位，实现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衔接，鼓励和引导城镇服

务资源向农村延伸，促进城市优质资源向农村辐射，推动

区域、城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均等协调发展。各级地方

政府可结合地区实际，统筹本地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均

等发展的具体措施与进度安排，通过区域自查、第三方评

估等方式，及时掌握、解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构建覆盖城乡、均等共享的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体系。

4.3 推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融合化发展

群众体育的功能不仅在于增强人民体质，还对经济社

会其他领域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在全民健身上

升为国家战略后，群众体育所具有的健康促进、文化传

承、社会教育、经济发展等功能更加凸显。面对群众体育

事业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挑战，仅依靠单一部门、单一领域

各自为战显然行不通。充分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承

担时代重任，必须进一步推进全民健身融合协同发展。

要坚持“大体育”发展观，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发展融入

经济社会各相关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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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领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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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身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格局。统筹推进体教融合、体医

融合、体旅结合等重点领域发展。充分发挥体育、医疗在

健康促进中的互补作用，加强体医在科学研究、人才培

养、资源共享等方面的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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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切实可行的青少年

体育干预措施，创新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丰富青少

年课余体育活动，促进青少年健康和全面发展。实施体

育旅游精品示范工程，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体育旅游

精品线路、精品赛事和示范基地。探索体农结合，带动乡

村振兴，建设集体育活动、农业观光、亲子娱乐、生态休闲

为一体的创新型生态田园休闲度假综合体。鼓励各地采

取灵活多样的市场化手段促进体育消费，倡导建设体育

服务综合体，探索体育运动＋购物中心的新模式，形成集

“购、闲、食、乐、健”于一体的体育健身新形态。

4.4 引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智慧化发展

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推动现代科学技术在全民健身领

域的智慧化赋能，是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的时代要求。“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强化体育科技主

体研究力量建设，落实协同创新，推动科研数据、科教资

源、实验资源等的开放共享和高效利用，实施科技项目清

单申报和科技成果入库工作，调动各省区市体育行政主

管部门参与科技助力工作的积极性。依托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创建全民健身重点实验室群，大胆探索复合型科

研团队建设，建立面向全球的体育科研、医疗、康复等专

业人才招募合作平台，配套建设科学的培养支持机制和

绩效考评机制，加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智慧化领域关键

应用技术和产品研究。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

物联技术融合创新，实现智能健身品的迭代升级，研发适

合不同年龄人群、不同适用场景的智慧健身器材和智慧

指导系统，提高不同年龄人群，特别是老年、幼儿与青少

年人群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创新探索 AI 技术和可穿

戴智能设备等与科学健身指导方案的融合，建立简便有

效的基于自我评价的大数据运动风险预警系统，积极推

动国民体质测试、运动风险预警、运动能力评价、个性化

健身指导等子系统智能化升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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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主动健康科技服务能力。结合建设三级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互联网信息平台，统筹建立跨领域、跨部门的

大数据共享平台，服务科学决策，促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供给与群众健身需求的精准对接。

4.5 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一体化发展

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有利于实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资源的合理流动，形成地区间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优势互

补、整体优化的发展格局。“十四五”时期，要将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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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经济圈等区域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协同发展。加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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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事项处理能力。

明确区域协同发展的规划、步骤和途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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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帮扶带动、

优化配置为原则，建立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优势区域与弱

势区域的协同战略关系，发挥优势地区体制、资源优势，

挖掘弱势地区发展潜力，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均衡化

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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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协同发展战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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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发挥协同优势，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

4.6 强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法治化发展

全民健身法治建设既是体育事业发展和国家法治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落实，维

护群众健身权益的根本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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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改

为契机，回应体育促进健康的时代诉求，明确公民体育权

利，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做出制度性安排（田思源，

2019）。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为主导，以《全民健

身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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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行政法规、政策文件为主轴，构

建、完善我国全民健身领域的法治体系，明确各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主体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各相关部门要依法

履行监督职责，严格执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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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侵占体育场地设施、生

产假冒伪劣体育产品等侵害公民健身权益的违法现象进

行严厉惩治；依法规范体育参与行为，避免广场舞扰民、

暴走团妨碍交通等健身失范行为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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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身公共服务的有序发展。

5 “十四五”时期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具

体对策

5.1 补齐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短板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是开展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空间、

物质基础，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必须

统筹建设健身设施，补齐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短板。

1）解决健身设施“有没有”问题。将健身设施建设纳

入城乡人居环境改善计划，强化政策引领，中央预算内资

金优先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倾斜，以分级补助推动健身设施均等化

发展。各级体育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摸清本地区全民

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短板，对照相关标准规范和群众需求，

编制本地区健身设施补短板计划，强化评估、督导，保障

健身设施补短板目标如期实现。重点支持 3 万个公共健

身设施未达标的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建设完善健

身设施；以县城为重点，支持新建或改扩建一批体育公

园、全民健身中心、公共体育场、健身步道等健身设施，推

动县级“两个一”公共健身设施基本实现全覆盖，即具有

一定规模人口的县级区域至少建有一个体育场（或田径

场）、一个全民健身中心（或体育公园、体育馆），且保障

“两个一”建成后能得到高效利用；实现县（市、区）、乡镇

（街道）、行政村（社区）三级公共健身设施全覆盖。

2）解决健身设施“好不好”问题。优化健身设施布局，

在全民健身场地建设全面普及的基础上，结合地区实际与

群众需求，丰富健身设施种类，提高设施建设的便民性与

多样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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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大型公共体育

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绩效管理方式，推动公共体育场馆

加快信息化建设、推行信息化建设标准规范，综合提升场

馆开放使用效益。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

vate-Partnership，PPP）、公建民营等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体育场地建设和管理运营，鼓励将公共体育场馆预订、赛

事信息发布、经营服务统计等工作委托社会力量承担，运

用多样化经营模式，提升体育场地设施的服务供给能力。

5.2 丰富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供给

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是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健身、挑战自

我、技艺切磋、社会交往的重要载体，也是落实全民健身

国家战略和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抓手（冯加付 等，2020）。

“十四五”时期，要打造覆盖广泛、项目多样、层次清晰、参

与便利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服务体系，丰富群众体育赛

事活动供给。结合“我要上全运”群众体育赛事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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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育赛事活动新格局。顺应居民健

身新趋势，将体育赛事活动与现代信息科技相融合，探索

赛事活动举办新模式，为体育爱好者提供便捷、智能、趣

味、高效的运动健身方式，推动网络赛事活动形成新业

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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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赛事承办方面，采取赛事活动

竞争性申办机制，制订竞赛活动工作规范、规程总则等配

套文件，不断完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制度，建立科学

有效的监督、联动、应急机制，明确体育部门在民间赛事

审批权下放后的监管责任与保障责任，根据不同类型、不

同层次赛事活动特点，制定运动项目办赛指南和参赛指

引，引导赛事活动规范有序开展。加强医疗、公安、消防

等相关部门在大型体育赛事中的协同联动，提升对突发

事件的应对能力，防范群众参赛风险。

5.3 推进体育社会组织网络建设

体育社会组织是人民群众体育权益的表达者和执行

者（韩慧 等，2019），是在政府、社会、群众之间发挥协调管

理作用，从事各种公益性体育活动的自治性、非营利性组

织，在参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承接政府体育服务购买、

组织体育赛事活动等方面具有独特功能（裴立新，2019；

汪焱 等，2020）。随着人民健身需求的日益增长和多元，

体育社会组织成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

一环。“十四五”时期，要立足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时代需

求，针对政府“放、管、服”改革、行业协会脱钩等发展变革

所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健全社会组织发展环境、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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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内部治理等方面的政策法规体系，规范、保障体育

社会组织的自身发展及服务供给。加强各级体育总会建

设，实现县级及以上体育总会全覆盖，有条件的地区可将

体育总会向乡镇延伸。以体育总会为龙头，构建“体育总

会、单项体育协会、人群体育协会、健身团队”的全民健身

组织架构，不断夯实基层全民健身组织基础，形成架构清

晰、类型多样、服务多元、覆盖城乡、便民惠民的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组织网络。加强体育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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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山地户外运动俱乐部、体育培训机构

等组织开展活动的规范指导，加强对体育社会组织法人

代表、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的培训，保障其活动开展符合相

关安全标准和规范。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提升体育社

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能力。支持体育社会组织采取

市场化、项目化方式运作，提高社会组织的服务供给与自

我发展能力。探索建立综合性动态评级机制，对评级较

高的体育社会组织予以支持和激励，对评级较低的组织

予以限制和整改，推动体育社会组织健康、良性、可持续

发展。

5.4 提升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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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公共服务提质增效的必然要求。“十四五”时期，要进一

步优化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推进社会体育指

导员自身队伍建设。建立、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长效工

作机制，创新工作模式，支持鼓励社会体育指导员进入单

项体育协会、体育健身俱乐部等群众体育组织兼职，调动

其积极性，提高上岗率。建立各级各类科学健身指导专

家库，利用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促进社会体育指导员

与群众需求对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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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不同人群、不同

身体状况、不同体质健康状态的运动促进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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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体育企业的合作，推动运动健身科技成果快

速转化，通过各级各类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平台，普及科学

健身知识，推广科学健身方法，提供科学健身咨询，开展

运动风险评估，让更多的科学健身知识、方法普惠大众。

5.5 完善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

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智慧化赋能的平台基础，是新时代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

完善国家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逐步与其他相关平台

进行资源整合联通，丰富内容、拓展功能，更好地满足各

类用户的多元化需求。推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将本地区

全民健身信息网络资源进行整合，建成集场馆查询预订、

活动竞赛报名、信息发布、问题反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信

息化服务平台，实现全民健身智慧化赋能。依托各级全

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加强群众体育基础信息数据统计，

建设国家社区体育活动管理服务系统和全国社区运动会

服务保障平台，打造健身设施电子地图、科学健身指导平

台。探索依托各级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推行“全民健

身运动码”，建立群众运动身份认证体系，实现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一码通行”，并通过“运动码”实现运动数据动

态记录，结合赛事积分等级评定制度，构建个人“运动成

就”系统，激发群众运动参与热情。鼓励社会体育指导员

以及市场主体对接使用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在组织

管理、人才技术等方面为全民健身发展提供支撑，提高全

民健身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发展水平。

5.6 健全国民体质监测制度体系

国民体质监测不仅能够为全面掌握国民体质状况和

变化规律、科学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能力提供数据支

撑，还可为群众个体的体质健康判断、科学健身参与提供

依据。“十三五”期间，许多地区相继建立地方国民体质监

测中心，为常态化体质监测服务推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十四五”时期，要立足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全域监测服

务要求，探索建立“一年一检、五年一评”常态化国民体质

监测评估工作制度。完善省、市、县三级体质监测网络联

动机制，推动国民体质监测常态化进行。开展体质监测

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等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普及惠民活

动。建立个人体质监测档案，并将其纳入地区全民健身

信息服务平台，为群众的运动健身参与、运动处方开具提

供依据。推动各级各类国民体质监测站点与医疗卫生机

构合作，充分运用国民体质监测结果，建立国民体质监测

数据库，为全民健身的行政决策及科学研究提供支撑。

6 结语

全民健身，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站在开启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历史起点，全民健身被赋予了

新的历史使命，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新

的要求。本研究在梳理、总结当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发

展现状的基础上，对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分析，提出“十四五”时期构

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任务与对策，以期

为“十四五”时期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实践提供参

考。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作

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的基础性支撑，更高水平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目标必将实现，全民健身也终将

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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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 Higher Level Public Service System for National Fitness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Opportunities，Challenges，Tasks and Countermeasures

ZHENG Jiakun

School of Leisure Spor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A higher level of public service system for national fitness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o meet people’s growing fitness
needs in the new era, and an important support to realize the goal of building a healthy China and a sports power.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research and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basis of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for national fitness, and studi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building a higher level of public service for
national fitness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The study holds that the national strategic positioning will open a new chapt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rvice for national fitnes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s, and the cross domain integration will br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public service for national fitness at a higher level. At the same time, COVID-19 brings more difficulties in
building the system; the change of social production system increases the service requirements; the change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intensifi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association decoupling leads to mechanism change;
economic downward pressure increases capital gap and other risk challeng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main task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of national fitness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round the six
dimensions: standardization development, equalization development, amalgamation development,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legal development and proposes specific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six aspects of venues and facilities, sports
activities, sports organization, fitness guidance, information services, physical monitoring.
Keywords: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higher level of public service system of national fitness; strategic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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