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4卷第7期 

2007 年 10 月 

体  育  学  刊 

Journal of Physical Education 

Vol.14 No.7

O c t . 2 0 0 7 

 

 

     
 

体育服务认证分析暨宁波市体育认证试点介绍 
 

张荣昌 1，陈祖达 27 

（1.宁波行政学院 公共管理研究所，浙江 宁波  315000；2.宁波市体育局，浙江 宁波  315000） 
 

摘      要：以宁波为例，介绍了体育服务认证试点在组织、培训、宣传、内审、迎评、开拓市

场等方面的经验，探讨了进一步做实做好体育服务认证，打造信用体育市场的基本对策，涵盖了

提升社会知名度、信用度、效能、效应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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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Ningbo city for example, the authors introduced the experience of the experimental sports certifi-

cation institutions in such aspects as organization, training, promotion, internal audit, evaluation and market devel-

opment, and probed into basic measures for doing a better job in sports service certification and developing a cred-

itable sports market, which include such aspects as increasing social popularity, credit line, efficiency an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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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

提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

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的发展目

标。此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出要加

快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2004 年 3 月，在全国整

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明确

提出，要用 5年左右的时间，建立起我国社会信用体

系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这为我国推广体育服务认

证制度，打造信用的体育市场奠定了基础。本研究就

体育服务认证与建立体育市场信用的关系进行了分

析，并着重介绍宁波市体育服务认证的试点情况，以

推动我国体育服务认证制度的实施。 

 

1  体育服务认证与信用的体育市场的关系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体育总局

共同发布了《体育服务认证管理办法》，并在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体育服务认证，是指由认证机

构证明体育场所、体育活动的组织与推广等服务，符

合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的评定活动。它是市场经

济条件下国家体育主管部门为适应宏观管理需要专

为体育服务行业设立的一项新的认证制度。体育服务

认证采用统一的认证标准、技术规范和认证程序，执

行统一的认证收费标准，使用统一的认证标志和认证

标牌。它是继产品、体系认证后，国家在体育行业率

先开展的第 3种认证类型，由具有资质的社会第三方

认证机构对经营性场所的服务进行认证，以达到规范

体育服务行为，统一体育服务标准的目的。它的诞生

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体育产业发展的需

要，也是打造信用的体育市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信用的体育市场，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规则、

讲信用的体育市场。它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

规定性之一，也是规范的体育市场经济秩序的根本保

障。实施体育服务认证，对体育市场的良性发展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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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体育市场的建立能够起到强规范、软约束的社会作

用，通过体育服务认证这一信用机制，可以规范、整

合社会各体育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与行为，保障体育

市场功能的实现，进而推动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不断

发展。根据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信用交易中授信

主体和受信主体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这种非对

称信息将导致信用交易前期的逆向选择和后期的道

德风险。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大，产生逆向选择与道德

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大。打造信用的体育市场实质上就

是通过一定的制度性安排，打破体育市场主体之间的

信息不对称，建立和健全体育市场主体守信激励和失

信惩戒机制，以满足不断扩大的信用体育市场的需

要。中国过去 20 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

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建设现代

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

之策。我国现代体育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样要遵循这一

铁律。 

体育服务认证与信用的体育市场具有“真”与

“诚”的辨证统一关系。体育服务认证是“真”，信

用的体育市场是“诚”，“真”是“诚”的基础，“诚”

是“真”的核心，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近年来，

我国经济社会中的信用缺失行为愈演愈烈，发生在体

育市场经济中的信用缺失行为也屡禁不止。这与我国

转型期社会信用制度的缺陷有着密切关系，究其原

因，一是缺乏保证交易信息公开的机制和企业法人信

息的记录、披露制度。由于信息不对称，失信、不讲

信誉的行为就有了可乘之机。二是执法机关未能严格

执法，导致政府信用形象不佳，公信力的不足，使整

个社会缺乏信用成长的法律环境和文化环境。三是对

失信、欺骗等行为的惩罚额度远低于造假、欺骗获得

的利益，导致失信行为屡禁不止。四是缺乏一个符合

市场经济需要的行业自律组织。如何建立一个公平的

规范机制来制止信用缺失行为，化解各种矛盾和冲

突，首先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信用社会，关键是转

变政府职能，准确定位，以公民权利制衡公共权力，

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实施体育服务认证制度。 

推广体育服务认证，建设信用的体育市场，对体

育市场主体而言，需要培育社会责任感，也需要有一

种促进自身健康成长的社会能力。对消费者而言，主

要是维护自身的消费权利，并且以公民权利制衡公共

权力；对政府而言，要转变职能，推进“管”与“办”

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充分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推广体育服务认证，打造“信用的体育市场”，

不仅仅是一种市场和法律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理念的

道德实践。信，不仅是市场的道德规范，也是其道德

内容。如果说建立良好的市场制度和经济秩序呼唤信

用个人、信用社会、信用政府，那么，“信用体育市

场”则是信用中国、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国

家体育总局牵头、地方协调并组织实施的体育服务认

证制度，是我国市场经济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组成

部分，实施体育服务认证，打造“信用体育市场”，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从体育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看，目前国家对部分

体育项目的经营已制定了技术性标准，但在服务标准

和对消费者的服务承诺方面还是空白。为规范体育服

务认证活动，提高体育服务质量，促进体育服务业的

发展，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体育总局

联合制定了《体育服务认证管理办法》。目前，这项

工作已经由国家体育总局牵头，北京华安联合认证中

心与各地方体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 

 

2  宁波体育服务认证试点工作主要做法 
宁波体育服务认证试点工作在国家体育总局和

省、市体育局的正确领导下，自 2005 年底启动以来，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进展顺利，截止至 2007 年 1 月底，

宁波市游泳健身中心游泳馆与健身馆分别通过了“游

泳开业条件服务认证”和“四星级健身房等级评定”。 

按照“政府引导、社会参与、注重约束”的要求，

因地制宜地加以谋划和部署。所谓“政府引导”，是

指重点应抓好设立组织、政策激励和宣传教育三个方

面。所谓“社会参与”，就是要大力支持各市场主体、

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等社会团体和社区、公众参与

社会监督、评估等。所谓 “注重约束”，亦即必须增

强法律的约束性。 

1)领导重视，组织保证。2005 年 12 月中旬，宁

波市体育局派人赴京，明确提出宁波愿成为全国体育

服务认证首批试点单位，这一想法得到国家体育总局

经济司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接着，成立了体育服务认

证办公室，由局分管领导任办公室主任，并从我局和

体育系统内部抽调了 5位同志具体从事体育服务认证

工作。 

2)加强培训，宣传到位。为宣传贯彻体育服务认

证实施办法，有关人员参加了国家体育总局组织的体

育服务认证基础知识培训班、全国首批审查员培训

班。体育服务认证办公室领导还多次赴京参加国家体

育总局举办的体育服务认证研讨会，结合宁波体育服

务认证实际，商讨、解决体育服务认证工作中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宁波市游泳健身中心领导高度重视体育

服务认证工作，先后多次召开员工大会进行体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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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动员和体育服务知识培训，公司总经理亲自给员

工宣讲体育服务标准和认证的相关知识，还开展了体

育服务认证知识考核、竞赛活动，增强员工对体育服

务认证的认识。 

3)集中力量，编制文本。自 2006 年 6 月开始，体

育服务认证办公室就着手进行管理文本的编制工作，

依据《体育服务认证管理办法》、《体育场所服务保证

能力要求》及相关规定，结合游泳健身中心实际，抽

调骨干力量，集思广益，编制完成《宁波市游泳健身

中心体育服务认证管理文本（初稿）》并上报国家体

育总局，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华安联合认证中心的审

核意见，反复进行修改，历时两个月，终于完成了体

育服务认证管理文本编制工作，并在游泳健身中心旺

季开放时颁布实施，试行两个月后收到了预期的效

果。 

4)严字当头，内审先行。为顺利通过体育服务认

证的正式审查，负责领导不仅组织人员到上海健身、

游泳场馆学习，而且还两次对游泳健身中心进行内部

模拟审查，审查的方式方法完全参照体育服务认证审

查的有关要求，严字当头，一丝不苟，对审查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通过书面形式予以指出，并限期整改。

通过两次内部审查，中心内服务目标、服务承诺、会

员须知、岗位职责、工作规程、图示警示一目了然，

不仅使整个中心布局更加合理，器械配备更加规范，

服务功能更加完善，而且员工的服务意识、服务技能、

服务态度、服务流程等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

本上收到了预期效果，为下一步顺利通过国家体育服

务认证审查奠定了基础。 

5)做实做好，迎接检查。2006 年 12 月和 2007 年

1 月，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统一部署，试点场馆正式接

受国家体育总局、华安联合认证中心的现场审查。分

管副局长在审查前亲自带队两次进行检查，对存在的

问题，责令游泳健身中心迅速整改，并提出了不少建

设性意见。通过上下共同努力，终于顺利通过体育服

务认证审查，成为全国首批体育服务认证场馆之一，

开创了宁波体育场馆服务类认证之先河。 

6)开拓市场，彰显成效。游泳健身中心经过一年

多的体育服务认证准备工作，建立了科学的管理体

系，全面提升了经营管理水平，各项工作有了明显的

成效：一是经济效益逐年增长；二是服务意识大大提

升；三是健身环境明显改善；四是顾客满意度有所提

高。目前，正在以“管理无盲点，服务无缺陷，顾客

无怨言”为工作方针，持续保持场馆服务质量，不断

打造体育服务品牌，为实践“全民健身、健康宁波”

的经营宗旨而努力工作。 

3  完善体育服务认证工作的几点思考 
体育服务认证制度是由政府主导，服务于体育事

业和体育产业的一项新制度。推行体育服务认证制度

是转变政府职能，体育部门改变行政方式的一项重要

举措，在引导百姓消费、规范市场秩序、提高体育经

营场所的安全卫生水平和服务质量，打造“信用的体

育市场”等方面将发挥巨大作用。从宁波实践看，体

育服务认证制度的推行，确实能够起到规范体育市场

行为，维护公众利益，促进政府行政管理的进步，提

高体育服务质量的作用。政府、企业、消费者三者利

益的统一，构成了认证工作顺利展开的社会基础，所

以，加强体育服务认证工作，已经成为保持体育事业

（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1)提升体育服务认证的社会知名度。 

首先，要加大体育服务认证制度的宣传力度。要

与新闻媒体合作进行及时有效的报道和宣传，宣传体

育服务认证的目的、意义、做法与效果，体育市场监

管信息，向社会公示体育服务认证结果，使体育服务

提供者自愿选择认证，按照国家标准的要求，提供合

格的体育服务；让社会公众了解体育服务标准，达到

借助体育服务认证结果选择消费场所之目的。 

其次，各级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法律法规和

认证基础知识的学习，提高依法行政意识，切实转变

政府职能，转变管理方式和思维方式，善于使用国家

标准和体育服务认证来规范市场，从而推动体育服务

认证的顺利进行。 

再次，要积极培育一支从事体育服务认证工作的

人才队伍，增强标准化和合格评定等观念，加大培训

力度，增加培训人员认证实践机会，掌握并运用标准

化、检测、认证等工具服务社会，不断提高体育服务

认证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认证水平。 

2)提升体育服务认证的社会信用度。 

从制度上机制上保障体育服务认证的社会公平，

是提升体育服务认证的社会信用度的重要条件。在打

造“信用体育市场”制度建设的探索中，要以制度为

基础，通过立法来保证体育服务认证制度的科学性、

公正性；从立法角度解决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和自愿性

服务认证的矛盾；通过体育服务产品的政府采购政

策，积极引导体育服务认证的需求；通过制定公共体

育政策，明确要求政府投资的大型场馆和公益性场馆

进行体育服务认证，以此来推动体育服务认证工作的

进程。 

3)增强体育服务认证的社会效能。 

稳定而有活力的监督和管理，必然会给实施体育

服务认证带来文明的意识和解决冲突的基本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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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大大降低实施体育服务认证及其健康运行的成本

和风险。根据《体育法》和《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

条例》的规定，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负有对公共体育设

施的安全管理和以健身、竞技等体育活动为内容的经

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职责。体育服务认证是政府履

行社会管理职责，保证体育运动者的健康安全和营造

体育场所公平竞争的环境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因此，

强化体育服务认证的信用监督和管理体系是必要的。

政府应当建立失信约束和惩罚机制，并监督体育服务

认证行业的规范发展。要大力扶植和监督体育服务认

证信用中介服务行为的发展，并保证体育服务认证方

面的信息向社会开放，让大家平等地取得和使用，保

护体育市场的公平竞争。要加强对已通过体育服务认

证场馆的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定期（一年一次）的跟

踪评审。依据有效的管理办法，监督检查认证机构的

认证活动，以保证体育服务认证的公正性、客观性和

真实性。 

4)打造体育服务认证的社会品牌。 

2007 年，宁波在总结市游泳健身中心体育服务认

证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市推广体育服务认证工作，扩

大体育服务标准的覆盖面，打造一批体育品牌场馆。

各县（市）、区体育部门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积极

扶持帮助 1~2 家（游泳、健身）场馆达到国家标准，

成为本地区示范（品牌）场馆。以此来推动国家标准

的全面实施和体育服务认证工作的开展，形成以行政

监管、社会监督与服务认证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管理体

系；结合国家体育总局体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的

有关精神，全面推行体育行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

度，不断提高体育服务场所及服务人员的服务意识和

专业水平。 

5)提高体育认证服务的社会承诺实现度。 

所谓体育认证服务承诺制，是指体育服务认证机

构按照认证职能的要求，把服务内容、标准、秩序、

责任向社会和消费者作公开承诺，并且在政府和公众

的监督下组织实施，若违背承诺则依法承担责任。这

种具有契约性质的认证服务机制，体现了公共体育服

务的透明性与本质特征。从目前试点情况看，最重要

的是体育服务认证机构依法认证，公平正义，以提高

诺言的可实现度。体育服务认证机构向社会作出的承

诺,只有建立在科学、透明的基础上，才能具有真正的

高信用度。 

增强体育认证服务的承诺实现度，是建设“信用

的体育市场”的核心。各级体育行政机关是否廉洁、

公正直接影响体育服务认证的权威性及公正性。践行

认证服务承诺制，要求工作人员在体育服务认证管理

中能够遵纪守法，秉公尽责，决不以权谋私、假公济

私，能够真正做到廉洁、公正，能在规定时间内让群

众知晓，以便群众参与监督，并且能得到公众的普遍

信任。 

6)提高体育认证服务教育水平与专业人员培训力

度。 

我国信用体育市场建设需要大量人才，目前，高

素质“体育认证服务人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信

用的体育市场深化发展的“瓶颈”，培养专业认证服

务人才应该成为下一阶段我国信用体育市场建设的

重要工作。进一步加强体育认证服务教育与专业人员

培训，可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大力发展

体育认证服务管理专业的高等教育，为全国的体育认

证服务提供高级专业人才。其二，大力加强体育认证

服务管理职业培训，特别是高素质“体育认证服务人

才”和体育市场信用管理人员应该成为下一步国家体

育总局进行培训的重点。其三，面向市民和市场的信

用知识普及，主要宣传信用体育道德、确立信用体育

观念、防范体育信用风险、使用体育信用工具、推进

体育信用问责等内容。 

此外，可以考虑建立体育服务认证的社会预警机

制，保证体育服务认证的准确性与科学性。我们认为，

在体育服务认证信息畅通的前提下，政府要善于根据

已有的资料，对体育服务认证可能发生的问题、公众

对体育服务认证认可的程度作准确的分析与预测。建

议采用“前景方案法”、“仿真模拟”、“网络分析”等

方法，实现对体育服务认证现状与发展态势的科学预

警，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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