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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中国体育公益报告》发布

体育公益捐赠最关注设施建设
� � 体育公益事业是体育与公
益的有机结合 ， 是助力体育产
业发展的同时增进民生福祉的
重要社会活动 。 2019 年 8 月 10
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体育强
国建设纲要 》，指出要精心培育
和发展体育公益文化 ， 并且积
极培育具有良好品德和优秀成
绩的明星运动员 ， 组织他们开
展体育公益活动 。 由此可见 ，国
家 越 来 越 关 注 体 育 公 益 的 作
用 、重视体育公益活动的发展 ，
希望通过体育公益活动弘扬中
国特色的体育文化 ， 营造全民
参与的体育氛围 。

为全面展示中国体育公益
事业的发展，清华大学体育产业
发展研究中心借助大数据检索
与分析技术 ， 详细梳理了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7 月 1 日
之间中国体育公益发展现状，完
成 《2019-2020 中国体育公益报
告》并于近日发布。

《报告》显示，2019-2020 年，
参与体育公益活动的企业和群
众人数越来越多，活动类型越来
越丰富多样，募集公益金额稳步
增长。 中国体育公益事业呈现繁
荣发展的局面。 不过，未来，中国
体育公益发展仍面临着诸多挑
战，需要体育公益事业积极联动
资源 ，处理好政府 、市场和社会
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推动体育公
益事业加速发展。

体育设施建设类公益活动
最受关注

《报告》对 2019-2020 年中
国体育公益发展现状的梳理，主
要从参与企业数量、 活动场次、
活动人数、媒体报道量、筹集公
益金额等方面进行。 同时根据捐
赠形式不同，《报告》将体育公益
活动分为体育设施建设、体育文
化宣传、体育人才培养、运动员
支持、特殊群体支持、转移捐赠
六大类。

体育设施建设包括体育场
地建设，体育设施、体育器材、体
育用品捐赠等，是发展体育的基
础。 在六类体育公益活动中，体
育设施建设类的活动场次、活动
人数、媒体报道量、募集公益金

额最多，说明社会各界都非常重
视体育基础硬件设施的建设，也
获得了广泛的媒体关注。

体育文化宣传主要目的在
于推广体育文化、 弘扬体育精
神、 鼓励更多的人参与体育运
动。 体育文化宣传类的企业与媒
体参与度较高，但活动的参与人
数较少。

体育人才培养主要是指培
养运动员、裁判员、经纪人、体
育产业管理人才等， 也包括体
育后备人才， 特别是青少年运
动员的培养。 体育人才培养类
的综合数据较为均衡， 活动人
数则相对占比较多， 说明社会
各界重视体育人才的发展，加
强对各类体育人才的培养是一
个良好的社会趋势。

运动员支持类活动主要通
过对存在重大伤痛或者生活上
有困难的运动员给予资金支持
等， 帮助解决体育运动员存在
的痛点问题。 运动员支持类的
各项数据占比都最少， 企业数
量和活动人数甚至都不足 1%，
说明社会各界对存在重大伤
痛、 生活上有困难的运动员或
者是退役运动员的关注不够，
资金投入也很少。

特殊群体支持类活动通过
体育相关活动筹集资源，用以帮
助和支持需要受到重视或者是
患有重大疾病等人群。 受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很多企业都通过
体育公益捐赠对疫区的人进行
扶持和帮助，所以企业数量占比
较多，充分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
任感，积极履行社会义务。 相对
来说，参与活动的人数较少。

转移捐赠类通过线上与线
下体育活动的交互， 实现对环
保、 爱心救助等方面的线上捐
赠，因其操作的便利性，使得众
多的人民群众乐于参与活动，因
此活动人数相对较多。 但是对比
其他的活动类别， 企业数量、活
动场次、媒体报道量的比例不占
优势。

东部沿海省市体育公益
发展较好

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中国

北部省市以北京市为代表，南部
省市则以广东省为代表，对体育
的重视程度较高，其体育公益活
动开展较为活跃；东部沿海省市
地理位置优越、 经济实力较强，
体育公益活动数量较多。 相比之
下， 西部省市由于经济发展水

平、社会资源等因素限制，在体
育公益活动方面活跃度较低。 其
中，广东省、山东省、北京市、湖
北省和河南省开展体育公益活
动数量最多。

在以上五省市中，广东省开
展的体育公益活动场次达到了
104 场， 也是唯一一个在活动场
次上超过了 100 场的省份，占到
了整体的 9.05%。 广东省、 山东
省、北京、河南省的体育设施建
设类占比最多，说明这四个省市
都注重改善体育硬件设施的条
件。 湖北省的特殊群体支持类占
比最多，新冠肺炎疫情是最大的
影响因素，社会各界都重视通过
多种方式扶持处于疫区的群众，
共同抗疫、共渡难关。

其次，《报告》显示，以上五
省市在开展体育文化宣传类、体
育人才培养类的活动时较为均
衡，占比平均。 开展最少的体育
公益活动就是运动员支持类和
转移捐赠类，说明社会对运动员
的关注度不够，也尚未充分利用
线上线下的交互平台进行体育
公益。

挑战与机遇并存

2020 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
席卷全球， 严重冲击着体育产
业的发展。 为了有效控制疫情，
必须在合理范围内限制公众出
行，控制群众聚集性活动。 在外
部环境因素的作用下， 中国体
育公益事业的发展也受到了极
大的影响。

《报告》指出，一方面，新冠
肺炎疫情的长期性、持续性将会
严重影响流通的资金链，体育公
益组织面临着基本的生存问题。
由于受到各种限制，体育公益组
织筹措的项目会被无限延期，但

同时， 组织仍需支付员工工资、
办公用房租金等费用，管理成本
随着时间的延长在不断增加。 另
外，许多合作企业可能出现违约
或是难以维持经营而倒闭等情
况，组织收入及募集的募集公益
金额明显下降，筹资难度增大。

另一方面，受疫情影响，体
育公益活动的总量也在下降。
由于疫情的传播力较大， 许多
线下活动被迫转为线上、 集体
活动难以组织， 而一些贫困地
区因为条件有限无法开展线上
活动， 体育公益活动的呈现效
果与疫情前相比仍存在一定的
差异， 活动的质量和影响力也
会受到限制。

不过，《报告》 同时也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体育公益
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它发
现了目前体育公益组织的管理
问题， 加快组织管理模式的转
变，又催生了新兴的体育公益活
动发展形式，促进活动的转型升
级与高质量发展。 疫情的特殊性
也让体育公益活动有了更明确
的指向性和更高的要求，以便更
好地应对突发的社会公共卫生
事件。

总的来看， 中国体育公益
事业的发展正在稳步前进。 中
国体育公益在持续发展的同
时，也体现出一些新趋势，或为
中国体育公益事业带来新机
遇。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
持续赋能体育公益， 传统与现
代媒体的结合成为了体育公益
发展的有力助手，文化、体育与
文艺界的榜样参与活动能够扩
大体育公益的影响力， 在国内
外的合作间不断开拓体育公益
的新视野与新市场， 新冠肺炎
疫情带来的启发也能促进体育
公益的转型升级。

体育设施建设
包括体育场

地建设， 体育设施、体
育器材、体育用品捐赠
等，是发展体育的基础。
在六类体育公益活动
中，体育设施建设类的
活动场次、活动人数、媒
体报道量、 募集公益金
额最多， 说明社会各界
都非常重视体育基础硬
件设施的建设， 也获得
了广泛的媒体关注。

体育公益活动地域开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