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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北京市基层群众管理体制基本状况的调查；对体系构建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性

建议，以便使基层群众体育管理体制更加适应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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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analysis of the basic status，framework of the sports managing system for common people of Beijing City and its
rationality the autors give some pertinent suggests to improving the sports managing system for common people to adap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bet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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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群

众体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由国家调控，依

托社会、充满生机的新型群众体育管理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

行机制正在形成。本研究的目的是调查现行北京市基层群

众管理体制的基本状况、体系构建的合理性，并根据现有基

层群众管理体制的现状提出建议。

1 群众体育管理层的现状

（1）体育俱乐部管理层的现状

体育俱乐部的管理层分别采用董事会领导的总经理负

责制、理事会负责制、总经理负责制等不同的模式，62. 5%的

俱乐部采用理事会负责制和董事会领导的总经理负责制，说

明俱乐部的管理层大部分是由一个领导集体负责。

（2）体育社团管理层的现状

在体育社团的管理层中，从年龄方面上看，50 岁以下的

协会负责人占 78%，60 岁以上的负责人占 22%，从性别上

看，79%的协会负责人为男性；从学历层次上看，54%的协会

负责人为其他专业大专以上，但体育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只占

负责人的 15.4%；从管理层的产生上看，42%的负责人是由

行政机构任命的，23%的负责人是由协会会员推举的，27%
的负责人是由会员推选后由行政机构确认的，体育社团负责

人的产生有 69%是由行政机构参与的。管理层的负责人大

部分为其他行政机构的公务员、兼职管理协会，在调查人员

中只有 3 名负责人是体育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3）街道办事处管理层的现状

在街道办事处管理层中目前的管理层现状为：街道办事

处的群众体育活动 90%有专人负责；管理者的年龄层次在

50 岁以下的有 85. 7%；从学历层次上看其他专业的大专为

主要学历占总人数的 71.4%，体育专业的学历仅为 10. 7%；

从性别比例上看女性占 61%。

在晨晚练点管理层中负责人的年龄特点和性别特征有

以下趋势：50 ～ 80 岁的有 34 人，占 77. 3%，有 31 名是女性，

占 70. 5%。负责人的年龄比其他 3 个管理体系都大且女性

居多。管理层中在职行政人员和专职社会体育辅导员居多；

负责人的产生方式多为自己自愿和爱好者推荐产生，有一些

也为街道委派。说明其民主性较强，体现主动积极的一面；

他们的目的主要在于为了同伴和自身的身体健康服务；管理

层的专业资格为取得国家认定的体育社会指导员资格证书

的有 25 人，占 55. 6%，未取得证书的占总人数的 44. 4%，其

中取得二、三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占大多数。

2 群众体育管理体制的现状

（1）体育俱乐部的管理类型

体育俱乐部中管理类型，首先从性质上看有公益性和经

营性两种，在所调查的体育俱乐部中有 75%的俱乐部属于

公益性的，25%的俱乐部属于经营性的；其次从其隶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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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大部分隶属于当地体委和当地教育局和体育总会及企

事业政府部门，只有 12.5%的俱乐部由基金会管理，说明目

前北京市的体育俱乐部仍是一种政府经营行为，其市场经营

能力较差；67.5%的俱乐部向上级部门汇报自己的体育俱乐

部活动，同时上级领导部门也关心体育俱乐部的发展状况，

并对他们进行考核。最后从其内部管理体制上看，有 87.
5%的俱乐部制定了章程，规范了体育俱乐部的内部管理体

制；其从业人员即社会体育指导员对会员进行培训或指导，

其专业水平多数为 2、3 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说明体育俱乐部

的管理体系较为正规，职责、权利、利益较为分明，便于开展

群众体育活动和保证了它以实施全民健身计划为重要的工

作目标，在群众体育活动中正常运行。

（2）体育社团的管理类型

体育社团从其发展上看，1975 ～ 1989 年共成立了 15 个

体育社团，1990 ～ 1999 年成立了 10 个社团。体育社团的管

理类型从隶属关系上看，属于人群体育协会的占 31%，单项

体育协会占 42.3%，体育总会占 26. 7%，有 16%属于事业单

位，60%属于纯民间组织，24%的属于体育行政机构的一个

部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体育社团中有 63. 3%的社团属于

民间组织；从其内部管理体制上看，有 56%的社团有专职人

员管理，68%的社团有自己的固定活动场所，100%的社团有

自己的章程，84.5%的社团采用会员制，说明体育社团的管

理机构是较为健全的，有其自身发展的潜质。

（3）街道办事处的管理类型

街道办事处的管理类型为上级与下级沟通的桥梁，即对

上服从体育行政机构的领导，对下级机构有监督指导的作

用。从自身的职能上看群众体育的任务明确，能够成为未来

辖区的主要管理者。从内部管理上看街道办事处设有专人

管理和有文化站承担群众体育的管理职能。

（4）晨晚练点的管理类型

晨晚练点的管理类型主要是普通活动点和一般意义上

的体育辅导站，其规模一般为 100 人以下，由爱好者自愿成

立的，极少一部分是由体育行政机构帮助建立的，管理方式

也是由锻炼者自愿结合，自主管理来进行。

综上所述，从管理上看体育俱乐部行政干预的成分较

大，体育社团、街道办事处和晨晚练点的自主性较大；从上下

级沟通上看体育俱乐部对群众和经营者负责，体育社团的独

立性较强对协会和会员负责，街道办事处对体育行政部门和

晨晚练点负责，在整体的管理体系中起到一个上传下达的桥

梁作用，晨晚练点对街道办事处和群众负责。

3 群众体育管理体系的职能现状

（1）体育俱乐部的职能

体育俱乐部的体育俱乐部的经费来源有：国家补助、国

外合作伙伴投资、社会赞助、会员会费、门票或广告收入、出

租场地收入、组织活动收入、所属产业或企业投入。通过调

查问卷发现体育俱乐部的经费的主要来源为会员会费，其次

为社会赞助和组织活动收入，最后为国家补助和出租场地所

得。由此说明体育俱乐部具有较好的经营情况。

体育俱乐部有 56%主要利用俱乐部所属体育场地设施

开展活动。其活动内容一般是以竞赛型和培训型活动为主。

俱乐部活动主要活动项目是大球、小球项目。

体育俱乐部一般是与体育行政机构和教育行政机构进

行联系，也有 31. 5%的俱乐部的业务与附近学校和基层单

位有往来。总的来说，体育俱乐部的主要职能是定期组织开

展活动，为会员提供活动场地，处理来自上级的业务和横向

的业务往来，通过会员缴纳一定的费用来维持自己俱乐部的

正常运转。它所提供的服务要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服务的

人群相对较少。

（2）体育社团的职能

大部分的体育社团（协会）都已在民政部门、上级体育协

会注册和体育行政部门注册取得了合法地位。体育社团（体

协）对下级协会、晨晚练点以及基层单位的群众体育工作经

常进行检查。

体育社团（协会）在群众体育方面的主要职能是：组织基

层体育比赛活动、组队参加上一级比赛、宣传全民健身计划

纲要、对下级群众体育组织进行业务指导。在 1999 年各协

会开展了以下几种主要的群众体育方面的工作：组织各种单

项比赛、组织综合性运动会、在政府机构与群众组织之间进

行信息沟通与联络、组织体育辅导活动以及对社会体育辅导

员进行辅导和监督与规范夏季群众体育组织的活动。协会

在群众体育方面的经常性业务往来的部门是基层单位、体育

行政机构和街道办事处。从此可以看出体育协会的主要工

作职能是群众体育活动开展的一个窗口。协会主要对上级

或下级协会、业余体校和群众体育俱乐部由业务指导关系。

其对重大事项的管理方式是由协会负责人决定和实行理事

会制，由理事会集体决定。

（3）街道办事处的职能

街道办事处的职能应体现在自身的管理范围、横向的单

位联系、上下级的领导关系以及自身的运营情况（经费的来

源、在基层群众体育管理方面遇到的困难、近一年的工作重

点和有待于上级政府在未来解决的问题）。

街道办事处的主要职能按其重要程度排列为：体育的宣

传、经常性体育活动的组织与管理、体育竞赛活动的组织与

管理、体育活动晨晚练点的组织与管理、经费支持和体育活

动场地的管理与协调。

街道办事处在群众体育管理方面主要与辖区学校、辖区

企业单位、辖区其他企事业单位有较频繁的业务往来；而与

单项体育协会、综合性体育协会、街道办事处体育协会和居

民小区体育协会的业务往来较少。由此可以得出街道办事

处的主要业务往来有两大块：辖区的学校、企事业单位以及

各种体育协会。

对街道办事处的群众体育工作情况进行检查和考核的

上级部门主要是体育行政机构。在街道办事处可以使用的

体育场地设施为：街道办事处所属体育场地设施、辖区学校

体育场地设施、公园广场以及辖区其他企事业单位体育设施

场地。从此项调查中得出街道办事处可用的场地设施只能

是因地制宜，运用已有的场地进行群众体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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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街道办事处的经费来源上看要有辖区单位出资、其他

政府行政机构拨款、居民出资和报名费几种。上级体委系统

拨款、其他筹款方式也较为多见。社会赞助和组织活动收入

则较为少见。说明街道办事处的经费来源的自主性和经营

性还不够。

（4）晨晚练点的职能

晨晚练点的主管上级部门主要是街道社区体育协会和

体育行政机构，也有少量的晨晚练点是由体育总会、项目体

育协会和系统或行业体育协会管理。当地辖区街道和体育

协会对晨晚练点指导工作的居多，也有一部分由当地体育协

会和国家体育行政机构进行指导工作。主要利用附近学校

体育场地设施和街道办事处所属体育场地设施开展活动。

作为负责人主要负责晨晚练点活动的组织和对锻炼者进行

指导工作，也有对有关部门汇报情况和在爱好者中进行联络

的工作。晨晚练点的经费来源主要是由锻炼者的会费组成，

其他来源较少。

4 群众体育管理体系面临的困难

（1）体育俱乐部面临的主要困难

一是在管理中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场地设施的严重不

足和俱乐部经费不足；二是在体育俱乐部中，87. 5%的俱乐

部没有给参加体育运动的人买人身意外保险，这说明俱乐部

的管理层并没有将锻炼者的安全放在首位、俱乐部的领导层

还未有此意识、管理者应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三是为了促

进俱乐部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有关的管理部门应加紧制定群

众体育俱乐部管理法规和制度以及加强俱乐部与体育行政

部门的业务联系和加快培养体育俱乐部管理的专门人才。

加紧制定群众体育俱乐部管理的法规和制度。

（2）体育社团面临的主要困难

1）政府对体育社团的作用重视不够、体育社团的权威性

差、与体育社团有关的法规制度不健全以及缺乏资金，说明

在目前的体育社团的管理职能中受内外环境的制约较大，体

育社团并没有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2）从协会的收入来源看，以收取会员费为主要来源，还

有体育系统拨款、社会赞助、开展业务活动创收、其他政府机

构补助。而协会的广告经营收入则较少，说明协会的市场定

位意识还较差，运营的主要收入以政府行为为主。

3）体育社团认为在促进群众体育发展中的作用中，政府

应在经费方面和管办分离方面给与政策支持。

（3）街道办事处面临的主要困难

经费困难和缺乏场地以及体育行政部门支持不足；最需

要有关部门帮助解决的问题是提供技术指导、协调场地使

用、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归口管理和尽快制定和完善晨晚

练点管理法规；街道办事处的权限小，无法协调各部门间的

关系也是一大困难；街道办事处的任务较重，使得群体工作

有时排不上号。

（4）晨晚练点面临的主要困难

经费和场地的缺乏；目前最需要有关部门帮助解决的问

题是提供技术指导和协调场地的使用；社会体育指导员较缺

乏，相应法规制定的不及时有时是制约群众体育活动开展的

主要阻力。

5 对策

（1）由于目前的群众体育管理体系都处于自主经营和政

府宏观调控的管理体制中，其经费来源和场地的协调是面临

的主要矛盾。针对此种情况，作为领导层的管理者应适时地

对这些组织给以经济上地支持，尤其是在开始阶段要有一部

分的经费支持，以便体育组织可以正常的开展活动。

（2）针对目前群众体育组织的市场尚在逐步建立的过程

中，运营体系没有建立和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法规。因此

在今后的管理过程中要及时地建立和制定制度和法规。

（3）对目前普遍存在的领导不力、管理渠道不畅的状况，

作为群众体育活动的政府部门应理顺管理关系，既要有利于

上传下达，又要有利于各团体的横向交流和纵向管理。

（4）针对目前各群众体育管理组织的组织实施者较缺乏

的状况，政府行政机构应适时培养适合的体育辅导员，使其

专业性更强，组织能力更适合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

6 结论

（1）各级群众体育管理体制都较为健全。管理者的管理

水平较高，各级之间的交流渠道较畅通，有较强的自主性。

（2）基层群众体育团体都具有自己的章程，内部的从业

人员体育俱乐部的专业性较强，体育社团的自主性较强，街

道办事处的桥梁作用性较强，晨晚练点的的自主性强。

（3）各级基层群众体育社团都为成员提供场地定期开展

活动，会员缴纳一定的费用。为大众提供活动场所，由专人

进行管理，但基本上是本着自愿的原则。

（4）各级基层群众体育社团普遍存在管理者的专业水平

较差，在社团运营中面临较强的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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