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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体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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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体育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 

近年来，我国体育强国建设进程加快，体育产业稳定发展，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逐年提高，已成为

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体育事业和产业的发展，必须依靠法律的推动与保障。2021 年，中国体育法治和规划

工作取得显著进展，《民法典》颁布实施，《体育法》修改工作迈出实质性步伐，一系列体育改革和发展政

策出台，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中国体育法学网、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体育产业法律专业委员会、北京市法学会体育法学与奥林匹

克法律事务研究会共同编写了《中国体育法律年度报告 2021》。报告汇编了 2021 年出台的对中国体育行

业产生深远影响的法律、法规、政策，旨在全面呈现当年引领体育发展的大政方针，规范体育发展的各类

规范性文件，推进体育发展的典型案例，以及单项体育组织的新近规则。 

报告共十四章，分为体育治理章、体育赛事与赞助章、奥林匹克法律事务章、反兴奋剂章、体育侵权

章、体育与知识产权章、体育场馆章、电子竞技章、学校体育章、全民健身章、篮球章、国内足球章、国

际足球章、《体育法》修订专题。考虑到全民健身作为国家战略，体教融合及《体育法》修订均为 2021 年

度热点，故单独设立章节。 

报告汇集了国内体育法学领域众多实务参与者和理论研究者的智力成果，编写时间有限，难免存在差

错和疏漏。因此，仅供体育法律工作者、关注者内部学习交流之用。 

张春良、侯中敏、张海平、周明、曹克宇、韩勇、张先砉、殷越、戎朝、谢晓雪、王钺翰、孙波、周

琦、张恩利、张敏昊、徐伟康、王桢、董赛、刘万勇、闫大勇、裴洋参加了报告主要编写工作，徐伟康、

张翠苹、李雨航参与了最后统稿，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董双全 

北京市法学会体育法学与奥林匹克法律事务研究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体育产业法律专业委员会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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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体育产业发展的法治推动

体育产业的发展和繁荣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衡量指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体育改革，更新

体育理念，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是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我们

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弘扬体育道德风尚，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加快建设体育

强国”。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定 2035 年建成体育强国的远景目标，《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也提出了到

2035 年“体育产业更大、更活、更优，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体育强国建设战略目标。打造现代

产业体系，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扩大体育消费，加强体育市场监管，实现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体育

强国建设步伐。

体育产业的发展和繁荣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

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全面进步。”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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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话中指出，“要推动体育

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体育消费需求”。③通过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增强体育消费粘性，丰富

节假日体育赛事供给，扩大和激发大众体育消费需求。通过拓展体育健身、体育观赛、体育培训、体育旅

游等消费新空间，促进健身休闲、竞赛表演产业发展。通过创新体育消费引导机制，创新体育消费支付产

品，推动体育消费便利化。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

体育产业的发展需要通过立法予以推动和保障。党和国家非常重视体育产业，发布了一系列促进体育

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使体育产业近年来迅速发展。但伴随着体育产业发展的实践，利益纠葛、权利冲

突、法律界限不清等问题越来越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依法促进体育产业发展，

及时化解矛盾、解决纠纷，保障体育产业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亟待发挥体育法治的作用。

体育产业需要法律上的“身份”，当前《体育法》修改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体育法》修订草案业已

公布，其中明确了体育产业在《体育法》中的定位。在总则中新增第 10 条“国家支持体育产业发展，完

善体育产业体系，规范体育市场秩序，鼓励扩大体育市场供给，拓宽体育产业投融资渠道，促进体育消费。”

“国家规范和发展健身休闲、竞赛表演、体育培训等产业,促进体育与健康、文化、旅游、养老、科技等融

合发展。”的规定，体现了国家支持和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的积极态度。

体育产业在《体育法》中予以规定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在《体育法》修改过程中对于如何定位体育产

业曾有过多种尝试。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法》修改起草小组一直将“体育产业”作为新增加的单独一章予

①
习近平春节前夕在北京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N].《人民日报》2019-02-02（01）。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7 年 10 月 18 日)[N].《人民日报》2019-10-28(01)。
③
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 年 9 月 22 日)[N].《人民日报》2020-09-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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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立法设计。开始是设“体育产业”章，并将“职业体育”的内容包含其中；之后是将“职业体育”的内

容从“体育产业”章中剥离，形成独立的“职业体育”章，与“体育产业”章并列；最后又将“职业体育”

章取消，将职业体育的内容合并到竞技体育等章节中，但仍保留“体育产业”章。在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

员会全面启动《体育法》修订工作后，修法工作专班对体育产业的立法问题几经讨论，征询各方意见，最

后“体育产业”没有单独设章，而是在前述《体育法》总则中予以原则规定的基础上，将体育产业的有关

内容融于到其他相关章节中。如针对目前存在的体育赛事转播权保护不利的问题，在《体育法》第 34 条

体育赛事标志保护的基础上，增加一款作为第 2 款，规定“未经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等相关权利人许可，

不得以营利为目的采集或者传播体育赛事活动现场图片、音视频等信息”（《体育法》修订草案第 47 条第

2 款）等。

虽然《体育法》修订草案没有专章规定“体育产业”，在条款设计和内容规定上也过于原则、简单，

与人们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但这不能否定立法上的进步，毕竟体育产业在法律上有了“名分”。随着体

育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立法条件的进一步成熟，制定《体育产业促进条例》也并非天方夜谭。实现体育产

业的法治保障，依法推动体育产业健康发展，是当下和未来体育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我们对此充满期待。

田思源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北京市法学会体育法学与奥林匹克法律事务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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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体育治理

（张春良、侯中敏，西南政法大学）

一、年度回顾与概述

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治理是运用治理的新方式来处

理体育利益多元主体的冲突，使之协同合作，高效有序，最终达到体育善治的过程①。本文主要以体育组织这一基础但重要

的治理主体为对象，对其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环境进行考察。

建设体育强国作为我国 2035 远景目标之一，尤其需要体育治理向强向善的扎实支撑。2021 年是“两个一百年”的历

史交汇点②，期间，对体育治理影响最为重大的事件当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的修订，标志着

体育治理的深度推进于法有据。在体育领域，我国奥运代表团顺利参与 2020 东京奥运会并取得优异成绩；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四届运动会、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陕西省成功举办。但也出现了白银景泰“5·22”越

野赛公共安全事件，暴露出当前相关组织和管理机构在赛事治理上的问题。许多足球俱乐部因经营管理不善而解散，也凸显

了我国体育治理仍存问题。

2021 年中国体育治理最突出的特征、也是最亮丽的成就即是依法治体纲举目张，形成了“一典、三法、多规”并举的

制度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正式施行；《体育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

《仲裁法》）双法修订，《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妨害兴奋剂管理罪”③，体育行政机关和体育协会等体育组织颁

布实施多类治理规范，为依法治体扎实推进提供了体系化的治理依据。

二、法律法规、政策及规范性文件等

（一）法律法规

1、《民法典》正式施行④

《民法典》是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根本大法，其法效射程覆盖体育治理。《民法典》在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

育产业三大关键领域作了规定。在竞技体育领域，为运动员商业行为的管理、单项体育协会改革和职业体育治理奠定法律规

范基础。在体育产业领域，新增体育赛事活动中的自甘风险条款、完善体育产业交易环境以及确保对体育无形财产权的保护
⑤。

①
杨桦：《中国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体系》，载《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5 年第 8期。

②
国家体育总局：《“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载国家体育总局官方网站 2021 年 10 月 8 日，

https://www.sport.gov.cn/n315/n330/c23655706/content.html.
③
因另有专题论述反兴奋剂事宜，本专题不纳入该主题。

④
参见：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06/75ba6483b8344591abd07917e1d25cc8.shtml.

④
赵毅：《<民法典>与体育强国建设》，载《体育科学》2020 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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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体育法》修订①

《体育法（修订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此次修订强化了体育强国的法治保障②。修

订内容涉及体育治理的要点包括：新增“反兴奋剂”章节；用“体育组织”替换“体育社会团体”；新增单项体育协会的职

责、健全内部治理机制的规定，鼓励发展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各类自治性体育组织；新增“体育仲裁”章节，明确规定由国

家建立体育仲裁制度；新增“监督管理”章节，加强对体育赛事活动尤其是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的监管，明确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建立体育执法机制，并接受社会监督。

3、《仲裁法》修订③

为贯彻落实相关文件精神和国家立法工作计划，司法部组织起草了《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与体育治理相关

的修法内容主要集中在第 2 条有关仲裁范围的规定中，拟删除“平等主体”的表述。此修订被认为是对纪律性处罚等体育

争议赋予可仲裁性的动向，对体育治理影响重大。

（二）政策、规范性文件等

1、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④

国务院依据《全民健身条例》制定《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以下简称《计划》），涉及体育治理的要点包括：

完善以各级体育总会为枢纽，各级各类单项、行业和人群体育协会为支撑，基层体育组织为主体的全民健身组织网络。重点

加强基层体育组织建设，鼓励体育总会向乡镇（街道）延伸、各类体育社会组织下沉行政村（社区）。加大政府购买体育社

会组织服务力度，引导体育社会组织参与承接政府购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将运动项目推广普及作为单项体育协会的主要评

价指标。

2、国家体育总局印发《“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⑤

该规划指出体育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

系统观念、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依法治体。该规划指出：应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法律规范体系，提升依法

治体水平；应推进反兴奋剂斗争，完善反兴奋剂长效治理机制；应加强党的领导，为规划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3、国家体育总局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赛事活动安全监管服务的意见》⑥

为规范体育赛事的日常监督管理，该意见提出，应明确监管原则、夯实监管责任、完善监管标准、加大监管力度、强化

安全保障以及严肃追责问责；集中对各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各级体育部门、各级项目管理中心、各级单项体育协会、体育

赛事活动组织者等主体提出加强体育赛事活动安全保障的监管要求。

4、中国田径协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田径赛事活动安全监管服务工作的意见》⑦

中国田径协会率先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田径赛事活动安全监管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七大要求，包括明确监管职责，

规范“马拉松”名称使用；进一步强化监管手段，完善分级监管机制；加强田径赛事活动的赛前立项监管及风险评估工作；

加强田径赛事活动赛中、赛后的监管工作；严格办赛条件，强化对承办、运营、场地提供方的资质审核及监管；加强培训及

①
参见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497463955_505583.

②
王萍：《体育法首次大修：强化体育强国法治保障》，载《中国人大》2021年第 22期。

③
参见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http://www.moj.gov.cn/pub/sfbgw/zlk/202107/t20210730_432958.html.

④ 参见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8/03/content_5629218.htm.
⑤ 参见: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0/26/5644891/files/ab4fdbb2ec0c47d693f28554994649eb.pdf
⑥ 参见：http://www.sport.org.cn/search/system/gfxwj/other/2021/1012/392187.html.
⑦ 参见：http://www.athletics.org.cn/bulletin/others/2021/0726/387075.html.

https://www.sohu.com/a/497463955_505583
http://www.moj.gov.cn/pub/sfbgw/zlk/202107/t20210730_432958.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8/03/content_5629218.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0/26/5644891/files/ab4fdbb2ec0c47d693f28554994649eb.pdf
http://www.sport.org.cn/search/system/gfxwj/other/2021/1012/392187.html
http://www.athletics.org.cn/bulletin/others/2021/0726/3870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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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教育，做好专业技术服务，引导群众安全参赛；加强田径赛事活动中的反兴奋剂工作，严格落实“零出现”“零容忍”。

三、典型案例

（一）“辽宁足球俱乐部球员讨薪案”系列案件

案例背景：因新冠疫情影响和内部治理不完善，导致近期为数不少的足球俱乐部面临解散危机。本系列案件中涉及到的

辽宁足球俱乐部（以下简称辽足）由于欠薪未能及时解决，于 2020 年 5 月正式解散。2020~2021 年期间，辽足球员为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采取多种争议解决措施进行讨薪。先后经历了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内部仲裁、辽宁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劳动仲裁以及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和平区法院）诉讼。在前两次仲裁中，均不予受理。和平区法院

共受理并裁决 14 起辽足球员与辽足等劳动争议案件。

裁判观点：和平区法院在（2021）辽 0102 民初 19850 号判决书中指出，足球行业属于特殊行业，球员与俱乐部之间

属于特殊劳动合同关系，辽宁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在 2020 年 7 月 29 日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中载明：“经审查，

请求事项不符合受理条件，本委决定不予受理。主要理由见下列第 3 项：3、申请人的申请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

议处理范围”。中国足球协会向辽宁省足球运动协会下达关于《关于辽宁俱乐部相关人员仲裁申请的询函》的复函，该复函

明确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关于辽足的仲裁申请，并建议相关人员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通过其他途径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虽然原告与辽足之间属于特殊劳动合同关系，但在足协仲裁委员会已明确不予受理仲裁申请且原告也已诉至法

院的前提下，法院有对该案件的管辖权。

案例评述：在本案中，和平区法院认定球员与辽足俱乐部之间属于特殊劳动合同关系，在球员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

足协仲裁内部救济后，法院依法对案件享有管辖权。这一裁判观点改变了和平区法院此前认定的“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

诉讼范围”的审理观点，为运动员和体育组织之间的纠纷提供司法救济途径，有助于司法倒逼体育组织完善内部治理。

四、热点问题

（一）白银景泰“5·22”越野赛公共安全责任事件（调查报告）

背景：2021 年 5 月 22 日，由白银市委、白银市政府主办，白银市体育局、景泰县委、景泰县政府承办的第四届黄河

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暨乡村振兴健康跑在白银市景泰县黄河石林大景区内举行，越野赛期间突发大风、降水、降温

的异常天气，造成 21 名参赛选手死亡，8 人受伤。中央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做好应急救援、伤员救治、善后处理、事

件调查等工作，深刻汲取教训，加强风险防范，完善体育赛事组织管理，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①。

评述：黄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赛公共安全责任事件反映出我国体育组织及其管理机构在组织管理、风险管理、内外部监管

方面仍然存在着诸多缺陷。地方各级政府及体育行政部门作为体育赛事活动的监督者，应当协调好事前、中、后监管措施，

提高自身执法能力。中国田径协会及其他各类单项体育协会作为体育赛事活动的管理者，需从自身规则出发完善内部各项治

理机制的建设，厘清与外部行政机关的治理关系。

（二）足球俱乐部股权结构改革

背景：2021 年是中国足球遭遇巨大困局的一年，中超冠军猝然解散，不少俱乐部深陷欠薪危机，归化政策难以为继……

①
《白银景泰“5·22”黄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赛公共安全责任事件调查报告》，载甘肃省人民政府官网 2021 年 6 月 25日，

http://www.gansu.gov.cn/gsszf/c100002/c100010/202107/16435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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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泡沫破灭。经历一年停赛，青少年足球赛事艰难重启①。诸多表现大多归结为支撑足球运动实际发展的足球俱乐部存在

体制上的缺陷。但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初，职业俱乐部的多元化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②。

评述：通过借助地方各级政府、体育行政部门的力量，改变当前足球俱乐部单一化投资者局面，实施多元化改革，能够

有效降低俱乐部对单一投资者的依赖性，确保俱乐部健康稳定的发展以及职业联赛的可持续性发展。推动足球俱乐部股权优

化、多元化改革是贯彻落实《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具体要求，亦是实现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表

现。

五、结语

本年度是步入“十四五”发展阶段的元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法律法规体系正在持续完善，为体育强国的远景目标

下好了“先手棋”。新的一年，“简约、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举办在即，好的开始等于成功了一半。让我们

“一起向未来”，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以体育治理为杠杆、以法治为支点，加速实现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型。

课题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我国运动项目协会内部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9XTY004）

作者简介

①
《年终稿，中国足球这一年》，载新华社客户端 2021 年 12 月 25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0102133610972596&wfr=spider&for=pc
②
《混合所有制改革，职业联赛的核心变革与崭新方向》，载足球报 2021 年 3 月 29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5524177490516209&wfr=spider&for=pc

张春良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争端解决国际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侯中敏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研究生，主攻比较与国际体育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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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体育赛事与赞助

（张海平，杭州亚组委）

一、年度回顾与概述

体育赛事与赞助是体育产业市场的重要组成。2021 年，顶层设计持续优化体育赛事与赞助法治环境，《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法律正式实施，《“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全民健身计划》（2021—

2025 年）等政策颁布，《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标志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方案》、《浙江省第 19 届

亚运会知识产权保护规定》等文件出台，司法实践也积极作为，为加强体育赛事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群众体育赛事规范化发

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二、法律法规、政策及规范性文件等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①

2021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以“列举式”规定加“兜底”规

定的方式，从客体的角度对什么是知识产权进行了定义性描述。对知识产权设立的宣示性、一般性规定，表明了民事权利的

体系建构和知识产权的私法归属。

2、《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②

2021 年 6 月 1 日，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正式实施。新《著作权法》修改内容包括加大了“惩罚性”

原则的力度，将著作权法定赔偿上限提高到 500 万元，对侵权行为产生更大的震慑作用；将“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及其

他视听作品”“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统一改称为视听作品；合理扩张广播权范围，将网络直播纳入广

播权规制范围；就广播电视信号享有的“广播组织权”全面覆盖信息网络环境等。

（二）政策、规范性文件等

1、《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③

为促进全民健身更高水平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和健康需求，依据《全民健身条例》，国务院制定了《全民健

身计划（2021—2025 年）》。计划的包括：（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八）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内容。

①
参见：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1-07/07/c_1127632630.htm

②
参见：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11/848e73f58d4e4c5b82f69d25d46048c6.shtml.

③
参见：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8/03/content_56292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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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①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在推动体育重点领域工作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就体育赛事而言，《“十四五”体育发展

规划》提出通过申办、举办、参加国际大型赛事活动，进一步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坚持“奥运模式”，

妥善处理国际体育涉台问题。全面深化与港澳地区的体育交流合作，以举办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为契机，以粤港澳大湾区体

育合作为重点，助力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筹备北京 2022 年冬奥会为契机，实现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规划》提出

要积极备战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力争取得我国冬奥会参赛史上最好成绩。推广普及冰雪运动，加强冰雪运动进校园顶层设

计，加快推进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实施，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促进冰雪产业全面升级，不断提升本土冰雪

企业自主研发能力，打造冰雪产品高端品牌。提升冰雪运动国际影响力，加强与国际奥委会、冰雪项目国际组织合作，积极

申办、承接国际大型综合性冰雪赛事。

3、《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赛事活动安全监管服务的意见》②

2021 年 7 月 5 日，体育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 11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赛事活动安全监管

服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提高政治站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安全管理、明确

监管原则，夯实监管责任、完善监管标准，明确赛事要求、加大监管力度，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安全保障，加强部门协同、

建立处罚机制，严肃追责问责。

4、《2021 年全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方案》③

2021 年 3 月 3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2021 年全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方案》的通知，提出“严格监管，

加强地理标志和奥林匹克标志、官方标志、特殊标志保护.......以展览会、交易会、批发市场、旅游景区为重点，强化对奥林

匹克标志等知识产权保护，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顺利举办营造良好氛围。围绕重大国际性、全国性的政治、体育和文化

活动，加强官方标志和特殊标志保护”。

5、《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④

2021 年 9 月 2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以下简称“《纲要》”），

《纲要》要求建设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知识产权制度，构建门类齐全、结构严密、内外协调的法律体系。制定修改强化商

业秘密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完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法律制度以及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立

法。

6、《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标志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方案》⑤

2021 年 10 月 15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了《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标志

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方案》，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正确适用法律，加大打击力度。正确适用《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依法严处未经许可，为商业目的擅自使用奥林匹克标志，或使用足以引人误认的近似标志的侵犯奥林

匹克标志专有权的行为。从严处置侵犯奥林匹克标志相关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严厉打击未经权利人许可，利

用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有关元素发布广告，足以引人误认为与权利人之间有赞助或其他支持关系的、误导消费者的违法广告。

依法严厉打击未经授权将奥运冠军等较高知名度奥运健儿姓名作为商标进行恶意抢注进而损害其姓名权及合法权益的行为

①
参见：https://www.sport.gov.cn/zfs/n4977/c23655706/content.html

②
参见：http://www.sport.gov.cn/zfs/n4974/c994937/content.html

③
参见：https://www.cnipa.gov.cn/art/2021/3/5/art_546_157229.html?xxgkhide=1.

④
参见：http://www.gov.cn/zhengce/2021-09/22/content_5638714.htm.

⑤
参见：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0/17/content_5643127.htm

file:///Users/weikangxu/Desktop/年度报告/参见：http:/www.gov.cn/zhengce/2021-09/22/content_56387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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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利用与奥林匹克运动或者残奥会运动有关的元素开展商业活动引人误认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对涉嫌构成犯罪的行为，及

时移交公安机关。

7、《商标审查审理指南》①

2021 年 11 月 22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商标审查审理指南》，明确规定与重要赛事名称（含规范简称）、标志等

相同或者近似的，未经主办方或主管单位授权，容易导致公众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

8、《“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的通知》②

2021 年 10 月 28 日，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的通知》，要求完善体育赛事节目、

网络直播等领域著作权保护制度。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评估制度。

9、《浙江省第 19 届亚运会知识产权保护规定》③

2020 年 10 月 29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制定了《浙江省第 19 届亚运会知识产权保护规定》（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

施），进一步明确了市场监管等行政监管部门的知识产权保护责任，以及对涉及杭州亚运会的商标、专利、作品、商业秘密

等知识产权权利客体等保护规定，对加强亚运会知识产权保护，维护亚运会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和促进亚洲奥

林匹克运动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0、《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特殊标志管理办法》④

为加强对成都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知识产权的保护，成都 2021 年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执行委员

会制定了《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特殊标志管理办法》。《办法》主要内容包括：特殊标志定义、特殊标志权利主

体、商业性使用行为界定、申请和保护主体、商业性使用行为申请和备案、侵权赔偿计算方式、行政调查措施及处罚内容、

行政执法保障等 14 条规定。

11、《2022 年第 19 届亚运会标志非商业性使用管理办法》⑤

为规范杭州 2022 年第 19 届亚运会标志的非商业性使用，保护杭州亚运会标志所有人和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鼓励

社会公众参与、支持亚运，2022 年第 19 届亚运会组委会出台了《2022 年第 19 届亚运会标志非商业性使用管理办法》，

现就杭州亚运会标志非商业性使用相关事宜公告，引导社会公众正确使用亚运会标志。

三、典型案例

（一）央视国际诉新传在线、盛力世家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案例背景：被告新传在线及盛力世家在百度推广中使用“正在全程视频直播奥运会”等宣传语，使用户点击该搜索结果

进入二被告运营的涉案网站 zhibo.tv，下载安装涉案直播浏览器后即可观看原告央视国际正在网站 cctv.com 直播的里约奥

运会内容，并可通过浏览器浮窗功能与主播、用户聊天互动。原告认为二被告未经许可擅自直播奥运赛事节目的行为损害其

合法权益，涉嫌不正当竞争，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二被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决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近 500 万元。二被告随后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①
参见：https://www.cnipa.gov.cn/art/2021/11/22/art_74_171575.html.

②
参见：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10/28/content_5647274.htm.

③
参见：http://www.zj.gov.cn/art/2020/10/29/art_1229017137_1915510.html.

④
参见：https://www.2021chengdu.com/cn/?cid=1&tid=9000.

⑤
参见：https://www.hangzhou2022.cn/gffb/202105/t20210514_2167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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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观点：央视国际公司经授权获得了通过信息网络独家向公众直播里约奥运会赛事节目的权利，其通过行使该项权利

获取的在互联网行业的竞争优势及市场利益，属于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合法权益。二被告使用“正在全程视频直播奥运

会”等内容进行网络推广以及在涉案网站中使用上述宣传语的行为，容易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其经营的涉案网站与奥运赛事

存在特定联系，系经央视国际公司授权进行的直播和解说，从而使相关公众对奥运直播服务的提供主体产生混淆。因此，二

被告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违反 1993 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的规定。二被告运营的浏览器采用“主播陪伴式”的直

播形式，直播内容仍然是 cctv.com 正在直播的奥运赛事节目，该行为具有明显的“搭便车”的目的，具有不正当性。因此，

两被告的行为实际损害了央视国际公司的合法权益，违反 1993 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规定。综上，两被告的行为

构成不正当竞争，应向原告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案例评述：虽然本案因为涉案侵权行为发生在 2018 年前，且未持续到 2018 年后，适用的是 1993 年《反不正当竞争

法》，但对今后的裁判仍然具有参考价值。本案中对于 1993 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及第九条的阐述，同样适用于

2019 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及第八条。针对 1993 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规定（对应 2019 年修订

版第二条），本案以行为人“是否不合理地借用他人的竞争优势为自己增加交易机会”“是否对他人的正当经营模式产生不

当干扰”为评判标准。针对 1993 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的规定（对应 2019 年修订版第八条），本案以行为人“是

否会使相关公众对直播服务的提供主体产生混淆”“是否会对权利人的直播网站产生分流”为评判标准。其评判标准均指向

裁判文书中提及的“搭便车”行为，与国际体育赛事的“隐性营销”概念相契合。本案裁判结合体育产业惯例，充分考虑了

裁判结果对体育赛事转播行业生态的影响，对体育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二）央视国际诉大连天途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案例背景：被告大连天途公司开发、运营的 APP 软件“天途云”在里约奥运会期间，以付费订阅形式向用户提供中央

电视台制作的奥运赛事节目的直播观看及七天内回看服务。原告央视国际公司作为中央电视台相关电视节目的独家代理商，

认为未经许可擅自直播、录播奥运赛事节目的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涉嫌著作权侵权，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被告

的行为不构成著作权侵权，但构成不正当竞争，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60 万元，维权合理费用 2 万元。原告随后提起

上诉，二审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构成著作权侵权，但对判决结果仍予维持。

裁判观点：一审法院认为里约奥运赛事节目不属于作品，因此大连天途公司的行为不构成著作权侵权，但构成不正当竞

争。二审法院则在这点上否定了一审法院的观点。二审法院认为体育赛事节目为向观众传递比赛的对抗性、故事性，运用了

镜头技巧和剪辑手法，在机位的拍摄角度、镜头的切换、拍摄场景和对象的选择、拍摄画面的选取、剪辑、编排以及画外解

说等方面均体现了摄像、编导等创作者的个性选择和安排，故具有独创性，满足类电作品的独创性要求。涉案赛事节目在网

络上传播的事实足以表明其已经通过数字信息技术在相关介质上加以固定并进行复制和传播，既满足作品一般定义中“可复

制性”的要求，亦满足电影类作品定义中“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的要求。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第二条、第四条第十一项，二审法院认为里约奥运赛事节目构成作品，可以作为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予以保护。

“天途云”APP 的回看功能已落入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范畴，直播功能则可纳入“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的调整

范围。因此，大连天途公司构成著作权侵权。

案例评述：自 2020 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新浪诉凤凰网中超赛事转播案”及“央视诉暴风案”后，基本在司法

实践中确立了“体育电视节目属于作品”的评判标准。本案二审法院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其判断里约奥运赛事节目属于作

品的论证过程基本与上述两个案件相同。实际上，在新《著作权法》实施后，依据新《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一项，网络直

播行为已可落入广播权的范畴，无需如本案判决书所言，通过著作权法第十条的兜底条款予以保护。本案裁判延续了北京市

高院 2020 年关于体育赛事节目著作权的相关裁判，将体育赛事节目认定为作品，通过著作权的相关财产权利予以保护，更

有利于体育赛事节目转播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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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酷诉北京微赛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案例背景：被告北京微赛公司经营的微赛软件是一款体育票务软件，原告优酷公司为 2018 年世界杯赛事网络直播商，

其为向自己平台引流而在众多软件上投放世界杯广告。用户在下载安装微赛软件后，点击优酷公司投放在其余软件上的广告，

会经询问同意后跳转至微赛软件。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涉嫌不正当竞争，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

被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70 万元，维权合理费用 10 万元。被告随后提起上诉，二审法院

维持原判。

裁判观点：一审法院认为，吸引网络用户、获取流量是互联网经营者开展经营活动的基础，用户访问量系互联网企业的

重要经营资源与经营利益。微赛公司的行为使得优酷公司花费广告成本吸引的用户流量直接导向微赛软件，具有明显的“搭

便车”目的，其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虽然微赛公司辩称其侵权行为并非故意实施，但二审法院认为，被告涉案不正当竞争

行为客观上导致了优酷软件的流量流失，使优酷公司投放的 2018 年世界杯广告无法发挥导流功能，且上诉人的主观故意或

者过失并不影响其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一审法院综合考虑 2018 世界杯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涉案广告投放平台和商业

价值、用户的选择权影响微赛软件被成功唤醒的次数、微赛时代公司收到优酷公司通知后立即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并积

极和解协商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案例评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微赛公司是否故意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及赔偿数额的判定。二审法院认为被告作

为网络公司应有较高的注意义务，也不能仅以用户已下载微赛软件就认定被告不是故意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涉案不

正当竞争行为客观上导致了优酷软件的流量流失，使优酷公司投放的 2018 年世界杯广告无法发挥导流功能，主观故意或者

过失并不影响其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在原告损失难以具体计算的情况下，法院综合被告获利与原告成本等角度

对赔偿数额予以确定。上述评判标准充分考虑了“搭便车”行为对体育赛事转播商权益的影响，对体育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

意义。

（四）阿里体育诉成都嗨马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案例背景：原告阿里体育公司主张成都嗨马公司在其微信公众号、大众点评网、美团网等中使用“阿里体育嗨马乐动”

“阿里体育·嗨马乐动”等标志的行为，涉嫌侵犯其享有的“阿里体育”等注册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遂提起诉讼。一

审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确系侵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判决被告停止侵害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60 万元，

维权合理费用 3.5 万元。被告随后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裁判观点：成都嗨马公司在其微信公众号刊载的文章尾部使用的标识、在其经营的门店招牌和场所内使用的标识均较突

出与显著，属于对标识的商标性使用行为，而标识与阿里体育公司的涉案权利商标均构成标识近似，且使用的服务类别类似，

构成商标侵权。成都嗨马公司未经允许，将阿里体育公司的企业名称的简称“阿里体育”与其“嗨马乐动”标识共同使用，

主观上具有攀附阿里体育公司知名度的故意，客观上会引起相关公众对两公司产生具有特定联系的误认，构成不正当竞争。

成都嗨马公司主张其通过广州全国合作发布会已与阿里体育建立合作关系，但双方并未签署有合作协议，故法院对此不予采

信。

案例评述：本案系商标侵权纠纷，同时涉及不正当竞争，案情较为简单。原告阿里体育公司通过赞助全国性的体育赛事

等商业推广活动，其企业名称在相关公众中已经具有一定影响力。法院在判定赔偿金额时亦将此纳入考虑范围。本案裁判对

于打击商标领域的“搭便车”行为，保护体育赛事赞助商权益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五）杭州亚组委诉龙都置业、杭州百房侵害特殊标志专有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案例背景：2021 年 3 月，杭州亚组委工作人员在百度搜索“杭州亚运会”时发现，第一条搜索结果为龙都置业公司开

发楼盘“山水时代”的营销广告，该营销信息由杭州百房公司发布。“杭州亚运会”系原告杭州亚组委的特殊标志。原告认



14

为二被告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杭州亚组委特殊标志的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涉嫌特殊标志专有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遂提起诉

讼。一审法院认为二被告的行为构成特殊标志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判决二被告赔偿原告 90 万元。现判决已生效。

裁判观点：根据《特殊标志管理条例》使用与保护的相关规定，未经特殊标志所有人许可，擅自将特殊标志用于商业活

动的，应立即停止侵权、没收违法所得。案涉“杭州亚运会”特殊标志已经亚组委提交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登记，并据此取

得特殊标志专有权。因此，二被告未经原告许可，擅自将“杭州亚运会”设置为营销广告的搜索关键词的行为构成特殊标志

专有权侵权。“杭州亚运会”作为被公众所知悉的区域性综合运动会，在全亚洲范围内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二被告通过

设置百度搜索关键词将搜索“杭州亚运会”的相关公众引流至楼盘营销广告的行为，足以使相关公众误以为龙都公司开发楼

盘与杭州亚运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关联，从而为公司获取商业利益。因此，该行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一项的规

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案例评述：本案为涉亚运知识产权第一案。不同于奥运标志的保护依赖于《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亚运会相关标志

的保护主要还是依据国务院于 1996 年发布的《特殊标志管理条例》。本案作为少数特殊标志专有权侵权纠纷案件，将成为

特殊标志保护领域的经典案例，为今后包括亚运会在内的各项除奥运会外的国内外重大赛事的标志保护指明了方向。本案充

分考虑了“搭便车”行为对赛事主办方声誉的影响，保护了赛事主办方的合法权益，对于体育产业的良性发展具有里程碑式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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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奥林匹克法律事务

（曹克宇，北京奥组委）

一、年度回顾与概述

2021 年，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体育界继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东京奥运会延期举办、众多体育赛事宣布取消或延期，多

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遇到了重大财政困难，运动员、教练员的训练和比赛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些都对国际奥委会在世界

体育治理、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方面提出了挑战。国际奥委会通过 2020+5 议程对未来 5 年的体育治理提供了路线图；

通过对部分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提供借款，给予纾困帮扶，同时为运动员和教练员提供支持，同更多的国际组织合作，稳步推

进国际奥委会的改革和世界范围内的体育治理。

二、法律法规、政策及规范性文件等

（一）国际奥委会 2020+5 议程

1、国际奥委会 2020 议程

2014 年 12 月 8 日,在摩纳哥蒙特卡洛举行国际奥委会第 127 次全会通过了《奥林匹克 2020 议程》，提出了（公信力）

Credibility,（可持续）Sustainability and（朝气）Youth 三大支柱。进一步推动了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和治理的改革。其改

革措施的核心内容是降低奥运会申办和运行成本、可持续发展、提高公信力和注重人文关怀等，因其一共有 40（20+20）

条建议，因此被冠以 2020 议程。

具体包括：

1.邀请申办奥运会；

2.从机遇和风险上对申办城市进行评估；

3.降低申办费用；

4.将“可持续性”理念引入奥运会，实施全覆盖；

5.将“可持续性”理念引入奥林匹克运动日常项目；

6.加强与其他运动会运营组织的合作；

7.更紧密地与各种体育运营组织合作；

8.稳步推进与职业联赛的合作；

9.确定奥运会项目框架；

10.从大项封顶管理向小项封顶管理转化；

11.提倡性别平等；

12.降低奥运会运营成本，增强运营的灵活性；

13.最大限度地协调奥运利益相关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F%E6%8C%81%E7%BB%AD%E6%80%A7/2650669


16

14.在奥林匹克基本原则第六条中强调拒绝性取向歧视；

15.保护“干净”的运动员；

16.提供 2000 万美元的国际奥委会基金来保护“干净”的运动员；

17.褒奖公平竞赛的运动员；

18.加强对运动员的支持；

19.开通奥林匹克频道；

20.与国际组织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21.扩大国际奥委会的支持范围；

22.加强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23.强化社团活动；

24.评估“体育希望工程”；

25.重新定位青奥会；

26.进一步加强体育与文化的融合；

27.遵循善治的基本原则；

28.扩大自主权；

29.增加透明度；

30.加强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的独立性；

31.确保合规；

32.加强道德建设；

33.吸引赞助商更多参与“奥林匹克行动”；

34.制订全球授权计划；

35.促进顶级赞助商与国家及地区奥委会的合作；

36.允许更多的对奥林匹克品牌的非商业性使用；

37.放宽国际奥委会委员年龄限制；

38.实施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定向增补计划；

39.增进奥林匹克运动与社会的沟通；

40.重新定位国际奥委会的工作范围和职责。

恰逢 2020 年，国际奥委会对该议程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回顾与评估。在 2021 年 3 月 10 日至 12 日召开的国际奥委会

第 137 次全会上，通过了《奥林匹克 2020 议程总结报告》，认为 2020 议程所列事项基本完成。回顾国际奥委会在 2014

—2020 年的工作，开展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以落实 40 条建议，比如与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合作；2024 年冬季青奥会利用

2018 年平昌冬奥会的遗产在江原道举行；2022 年夏季青年奥运会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举行，这是奥运会第一次在非洲举

行；简化奥运会的申办流程，分别设立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考察和评估委员会对候选城市进行评估，并成功将奥运会的举办

城市确定到了 2032 年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5%A5%E6%9E%97%E5%8C%B9%E5%85%8B%E4%B8%BB%E4%B9%89/92996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5%A5%E6%9E%97%E5%8C%B9%E5%85%8B%E9%A2%91%E9%81%93/5010780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2%E5%A5%A5%E4%BC%9A/11222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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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奥委会 2020+5 议程

在对《国际奥委会 2020 议程》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国际奥委会进一步提出了 15 条建议，在 2025 年前的 5 年内继续

推动奥林匹克运动的改革和治理。

1.增强奥运会的独特性和普遍性；

2.促进可持续的奥运会；

3.增加运动员的权利和责任；

4.继续吸引顶级运动员；

5.进一步加强安全运动和对干净运动员的保护；

6.提升、推广奥运资格赛；

7.促进体育赛事和谐共生；

8.加强与受众的数字化互动；

9.鼓励虚拟运动的发展，并进一步与电子游戏社区互动；

10.加强体育对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推动作用；

11.加强对流离失所的难民和人们的支持；

12.向奥林匹克社区之外“破圈”；

13.继续树立企业公民榜样；

14.通过善政改善奥林匹克运动；

15.创新创收模式。

2025 议程在 2020 议程的三大支柱的基础上指出了未来发展的五大趋势：更团结、数字化增长和提升数字化能力、可

持续、公信力的持续需求、适应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财政和经济影响。

从五大趋势和 15 条建议看，

1.国际奥委会意识到未来需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奥林匹克运动，加入奥林匹克运动。吸引他们的手段包括保护“干

净”运动员，吸引顶级运动员，保持奥运会的影响力，通过数字化与年轻人建立平台。

2.可持续的话题是国际奥委会在全球治理中与联合国在内的其他组织的共同语言，同时，也是未来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

取向和追求。自 2018 年女足世界杯开创了大型体育赛事可持续报告的先例以来，国际奥委会在东京 2020 和北京 2022 两

届奥运会上都格外关注可持续，两届奥运会组委会也适时推出了可持续报告。

3.对于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内核来说，卓越、尊重和友谊的奥林匹克三大价值观体现在了“破圈”、对难民和流离失所

人们的支持、增加运动员的权利和责任等。

4.奥林匹克运动的治理是国际奥委会对未来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从管理者、推动者角度提出的思考。而创收方式的创新以

及增强奥运会的独特性和普遍性对于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影响还有待观察。

（二）《奥林匹克宪章》的修订

2021 年 7 月 20 日，国际奥委会在东京召开了第 138 次全会，对《奥林匹克宪章》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宪章于 2021

年 8 月 8 日生效。本次宪章的修订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简介以及 10 个条款和 5 个详细条款进行了内容上的修改。涉及到第

10 条，在“更高、更快、更强”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团结”；第 40 条关于运动员在奥运赛时做广告宣传的规定；国家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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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奥委会的使命、角色和组成等；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与奥运会的关系等。

总体上看，《奥林匹克宪章》的本次修订有如下几个特点：

1.紧跟《奥林匹克 20+5 议程》，对于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的使命、角色和组成，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合作，吸引顶级运

动员，运动员的权利和义务等做了相应修改，是落实议程的重要举措。

2.对运动员的权利和义务，尤其是运动员开发自己商业价值的权利在本次修订中给予了明确，尽量在运动员的商业活动

与奥林匹克运动的纯洁性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3.强化了奥林匹克运动独一无二的地位和价值。不论是与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的关系、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关系、运动员

的权利和义务的安排，都是为了凸显国际奥委会在全球体育运动中无可比拟的地位和优势、强势。同时，对于口号的修改，

在疫情背景下赋予了更多含义，也吸引更多人和组织环绕到国际奥委会周围。

三、典型案例：东京奥运会体育仲裁

东京奥运会期间，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CAS）的临时仲裁庭由五大洲的 10 名仲裁员组

成，共受理了 15 件案件，公布了 10 件与裁决和 1 件决定。其中有 3 件与对赛场决定不服有关，有 6 件与参加奥运会资格

争议有关，有 2 件与反兴奋剂有关。从是否获得支持的角度看，有 2 件申请人的仲裁请求得到了仲裁小组的支持，1 件决定

因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达成了协议，申请人申请撤回结案。因为申请人据此可以参加比赛，也可以认为是申请人获得了胜利。

序

号

案号 申请人 被申请人 案件类型 结果

1 CAS OG 20/03 Jennifer

Harding-Marlin

St. Kitts & Nevis

Olympic Committee &

International

Swimming Federation

(FINA)

参加奥运会资格 仲裁请求未被支持

2 CAS OG 20/04 Maxim Agapitov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参加奥运会资格 仲裁请求被支持

3 CAS OG 20/05 Oksana

Kalashinikova &

Ekaterine

Gorgodze

International Tennis

Federation, Georgian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Georgia

Tennis Federation

参加奥运会资格 仲裁请求未被支持

4 CAS OG 20/06 World Athletics Alex Wilson, Swiss

Anti-Doping & Swiss

Olympic

反兴奋剂 仲裁请求被支持

5 CAS OG 20/08 WADA Alex Wilson, Swiss

Anti-Doping & Swiss

Olympic

反兴奋剂 仲裁请求被支持

6 CAS OG 20/10 NOC Belgium World Athletics & 对赛场决定不服 仲裁请求未被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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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OPC & NOC

Dominican Republic

7 CAS OG 20/11 NOCNSF World Athletics &

USOPC & NOC

Dominican Republic

对赛场决定不服 仲裁请求未被支持

8 CAS OG 20/12 Nazar Kovalenko World Athletics &

Athletics Integrity

Unit

参加奥运会资格 仲裁请求未被支持

9 CAS OG 20/13 Krystsina

Tsimanouskaya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of Belarus

参加奥运会资格 仲裁请求未被支持

10 TAS OG 20/14 Mourad Aliev &

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e

Boxe (FFB) &

Comité National

Olympique et

Sportif Français

(CNOSF) c.

IOC Boxing Task Force

& Frazer Clarke &

British Olympic

Association (BOA)

对赛场决定不服 仲裁请求未被支持

11 CAS OG 20/15 Yuberjen

Martínez &

Colombian

Olympic

Committee &

Colombian

Boxing

Federation

IOC Boxing Task Force 对赛场决定不服 仲裁请求未被支持

Vitaliy Khudyakov (KAZ) v.FINA 案因在国际奥委会的调解下，FINA 提供了新的参赛名额，运动员得以参赛，从而撤

回了仲裁申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籍仲裁员外交学院教授卢松参与了其中多个案件的审理。

四、热点问题：国际奥委会关于反腐败和犯罪的国际合作

2021 年 11 月，国际奥委会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UNODC）

签署了新的备忘录，双方将拓展在体育反腐败和犯罪方面和合作。双方约定，在 2025 年之前聚焦三个方面的合作：

1. 支持能力建设、训练计划、提高对处理体育组织腐败和犯罪行为的意识和采取相关措施，包括操纵比赛、防止青

少年犯罪、比赛中的暴力行为和使用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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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换信息专业知识，包括参加研讨会、定期会议、学习分享、技术工具的开发和出版物，包括操纵比赛、防止青

少年犯罪、比赛中的暴力行为和使用毒品。

3. 采取支持行动，提升体育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贡献，同时提高体育在发展和平稳推进包括奥林匹克和残奥

运动、其他运动项目融合方面的作用。

作者简介

曹克宇

北京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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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反兴奋剂

（韩勇，首都体育学院）

一、年度回顾与概述

2021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风险和挑战在反兴奋剂工作中仍然存在。除了做好常态化反兴奋剂工作以及东京奥

运会、北京冬奥会参赛工作之外，中国还在反兴奋剂立法及法律实施等方面取得了进展。

2021 年是新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和相关国际标准实施的第一年，除了研究、落实相关国际反兴奋剂规则，我国反

兴奋剂相关立法，《反兴奋剂规则》和《刑法修正案（十一）》《反兴奋剂管理办法》都在 2021 年开始实施，“妨害兴奋剂管

理”成为犯罪。这些立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反兴奋剂法治体系。

二、法律法规、政策及规范性文件等

（一）新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施行

中国的反兴奋剂规则体系由国际、国内两部分构成。在国际方面，《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是国际体育界，尤其是奥林匹

克大家庭反兴奋剂的纲领性文件。2019 年 11 月，第五届世界反兴奋剂大会通过了新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及相关国际

标准，并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为切实贯彻落实新版《条例》及相关国际标准，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成立了专门的《条

例》实施项目组推进实施。同时也对国内反兴奋剂规则进行修改，确保国际、国内规则协调一致。

（二）《刑法修正案（十一）》“妨害兴奋剂管理罪”施行

2020 年 12 月 2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与兴奋剂有关的罪名，并于 2021

年 3 月 1 日开始施行。此次修正案的通过意味着中国在反兴奋剂斗争中迈出意义深远的重要一步。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四十四条规定，在刑法第三百五十五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五十五条之一：“引诱、教唆、

欺骗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参加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或者明知运动员参加上述竞赛而向其提供兴奋剂，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组织、强迫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参加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

处罚。”“妨害兴奋剂管理罪”针对的是运动员背后的黑手，即助推性、教唆性兴奋剂违法行为，适用的主体主要是教练员、

队医等辅助人员，其表现为：引诱、教唆、欺骗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参加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明知运动员参加国内、国

际重大体育竞赛而向其提供兴奋剂；组织、强迫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参加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

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之前，我国已经以刑事手段打击体育中的兴奋剂滥用行为。2019 年 11 月 18 日，最高

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正式实施。该司法解释主要是惩处走私、非法生产、销售兴奋剂和组织、强迫、欺骗、教唆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等违法活动，

打击运动员背后的违法主体，遏制兴奋剂向学校体育和全民健身蔓延。

兴奋剂入刑为依法严厉打击兴奋剂犯罪提供了“牙齿”，有利于弥补现行反兴奋剂规则的局限性，提高违法成本，加大

威慑力度，增强处罚效果；有利于构建和完善刑事、行政、行业手段衔接配套的兴奋剂处罚机制；有利于从源头上遏制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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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问题，维护纯洁体育，保护公众健康；有利于完善反兴奋剂法治体系，建设反兴奋剂长效治理体系①，表明了我国反对在

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鲜明立场，是我国反兴奋剂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事件。

（三）《反兴奋剂规则》施行

为了落实体育总局《反兴奋剂工作发展规划（2018-2022）》和《“反兴奋剂工程”建设方案》，完善反兴奋剂法律法规

体系，与《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接轨，国家体育总局对《体育运动中兴奋剂管制通则》进行了全面修订，并吸纳了《兴奋剂

违规听证规则》、《运动员行踪信息管理规定》和《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的相关内容，形成《反兴奋剂规则》，作

为反兴奋剂工作具体实施的技术性、操作性规则。《反兴奋剂规则》包括总则、兴奋剂违规、证据、禁用清单和治疗用药豁

免、兴奋剂的检查和调查、样本检测、结果管理、听证、处罚程序、对当事人的处罚、对有关人员和单位的处罚、争议解决、

通知保密和信息公开、承认、教育、责任和义务及附则共 17 章，于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确保了国际、国内规则的

协调一致。

（四）《反兴奋剂管理办法》施行

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管理办法》于 2021 年 7 月公布和施行。2014 年 11 月 21 日颁布的国家体育总局第 20 号令

《反兴奋剂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修订后的《反兴奋剂管理办法》中，有关结果管理与处罚的内容作了较大调整，对兴奋剂违规的处罚力度明显加大。

三、典型案例

2019 年 12 月，上海市行政执法部门接到举报，经初步核实，行政执法部门将有关线索通报公安机关，并成立联合专

案组。经侦查，锁定了河南郑州菲尔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秦某某、赵某等人生产、销售《兴奋剂目录》所列药品的团伙。公

安机关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正式立案，于 4 月 27 日对该犯罪团伙展开 3 省 4 地联合收网，共抓捕犯罪嫌疑人 21 人，捣

毁制假窝点 1 处、仓库 2 处，查处假冒公司 2 家。

在案件侦查中，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结合《兴奋剂目录》和相关法律法规，与上海行政执法部门、公安机关、市

检察院、市法院等单位进行座谈，了解相关案情及法律适用，为办案人员介绍了哪些涉案药物属于兴奋剂，帮助办案单位丰

富了证据种类；并通过反兴奋剂中心检测，确认涉案物质为兴奋剂，为涉案人员定罪找到适用的法律依据。

2020 年 11 月 30 日，检察机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21 年 3 月 29 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秦某某、赵某非法经营兴奋剂案件。两名被告人未取得兴奋

剂的经营许可，从他人购得含兴奋剂物质的产品，对外销售、扣押的产品金额达 600 余万元，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秦某

某犯非法经营兴奋剂罪，判处有期徒刑 4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0 万元；被告人赵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 5 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 20 万元。

这是 2019 年 11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以来，我国通过刑事手段制裁涉兴奋剂违法的首案。法院主要依据

反兴奋剂检测中心的检测报告以及国家体育总局出具的认定函，认定涉案药品属于兴奋剂目录所列禁用物质。据此合议庭认

为两名被告人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该案的处理为司法机关依据《司法解释》第 8 条的

规定，借助体育部门的鉴定意见以及专业经验，来认定涉案产品的属性奠定了基础。同时为今后类似案件的审理当中的联合

办案、证据认定等提供了经验②。

①
《2020 年反兴奋剂中心年报》，载中国国反兴奋剂中心网 2021 年 7 月 14 日，

https://www.chinada.cn/contents/28/2831.html.
②
《兴奋剂入刑后我国刑事制裁兴奋剂第一案宣判》，载新华网 2021 年 4 月 30 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21-04/30/c_11273994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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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热点问题

（一）《体育法》修改草案，反兴奋剂作为独立章节

2021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反兴奋剂”单

独成章是此次体育法修改的亮点之一。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反兴奋剂法律法规体系。中国签署和加入了《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

和《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承诺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规则的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将反兴奋剂纳入国家法范畴，国

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规则》等均在反兴奋剂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具有体育基本法地位，但现行体育法对反兴奋剂问题规定过于原则,已严重滞后于国家反兴奋剂工作的发展。体育法草案新

增反兴奋剂章节，体现了我国反兴奋剂的决心，是当前国家体育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反兴奋剂工作发展的保障。

体育法草案“反兴奋剂”章主要是将现行有效的反兴奋剂规则进行提炼，总结上升为法律条文，对反兴奋剂工作进行规范，

包括禁止使用兴奋剂的原则；不得向体育运动参加者提供或变相提供兴奋剂；国家建立反兴奋剂管理机制，规定了体育行政

部门和相关部门的职责以及反兴奋剂国际合作等①。

值得注意的是，体育法草案还新增了“体育仲裁”章，将解决目前我国没有国内救济机构可以解决兴奋剂处罚纠纷的问

题。

（二）关注反兴奋剂中的运动员权利保护

反兴奋剂中的运动员权利保护，是近年来理论与实践的热点问题，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多有提及，2021 年，郭树理

教授的《揆情审势、宽严相济:<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之新发展》中对新的 2021 版 WADA Code 的介绍评述中有运动员权利

保护内容的探讨②；孙杨案后，学者的研究也多涉及到运动员权利保护内容，如姜熙的《反兴奋剂中运动员权利保护研究—

—基于“WADA 诉孙某&FINA 案”的分析》③，马宏俊、卢桐的《反兴奋剂法律的程序正当性研究》④，梅傲、郑宇豪的

《世界反兴奋剂检查制度之殇：程序失范下的运动员权利减损》⑤，张春良、侯中敏的《后裁决阶段世界反兴奋剂组织诉孙

杨与国际泳联案的反思——基于 ISTI 第 5.3.3 条解读的对策检讨》⑥，柴毛毛,郭树理的《由孙杨案看反兴奋剂样本采集程序

的合规性问题》⑦等。

学者对反兴奋剂中运动员权利保护的关注，显示出在反兴奋剂斗争中，为维持体育形象和可持续发展而需要的严格反兴

奋剂规则，与运动员个人权利保护之间的冲突，以及学界和舆论对这一冲突的关注。

（三）《反兴奋剂条例》修改

《反兴奋剂条例》于 2003 年 12 月 31 日国务院第 33 次常务会议通过，200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目前已有近 20 年

历史。这些年来国际和中国反兴奋剂工作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反兴奋剂条例》修改也列上了议事日程。《反兴奋剂条例》在

我国反兴奋剂规则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规定了各相关部门在反兴奋剂工作中的职责和任务。

①
《体育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新增反兴奋剂章节》，载全国人大网 2021 年 10 月 19日，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10/6c77f78a8ddc4a73a31f5298f0bac70e.shtml
②
郭树理：《揆情审势、宽严相济:<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之新发展》，《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1 年第 2 期。

③
姜熙：《反兴奋剂中运动员权利保护研究——基于“WADA 诉孙某&FINA 案”的分析》，《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1 年第 2期。

④
马宏俊,卢桐：《反兴奋剂法律的程序正当性研究》，《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1 年第 3 期。

⑤
梅傲,郑宇豪：《世界反兴奋剂检查制度之殇:程序失范下的运动员权利减损》，《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1 年第 2期。.

⑥
张春良,侯中敏：《后裁决阶段世界反兴奋剂组织诉孙杨与国际泳联案的反思——基于 ISTI 第 5.3.3 条解读的对策检讨》，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1 年第 8期。
⑦
柴毛毛,郭树理：《由孙杨案看反兴奋剂样本采集程序的合规性问题》，《体育学刊》202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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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近年来，中国反兴奋剂在立法、组织运行、教育、检查与调查、检测、保障、结果管理、程序公正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多

成绩，尤其是在反兴奋剂的法治建设方面更是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国反兴奋剂下一步将继续完善现行的反兴奋剂政策、法规

和制度，提高违规成本，在实现零容忍、零出现的同时，保护运动员权利，维护体育的公平公正。

作者简介

韩勇

首都体育学院教授，博士，国际体育仲裁院(CAS)反兴奋剂仲

裁员，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听证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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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体育侵权

（张先砉，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殷越，上海市知识产权研究所）

一、年度回顾与概述

体育运动常伴随伤害，运动伤害因其具有暴力、固有风险及自愿性的特质，从而与一般伤害事件相区别。因此，在运动

伤害引起的诉讼中，侵权人常常援引“自甘冒险”的抗辩，以图阻却其行为的违法性，实现免责。过去，因为缺乏明确规定，

一旦对簿公堂，法院有的会按照《侵权责任法》中的“公平责任原则”进行处置，即使被告没有过错，但受伤过程中存在因

果关系，要求对受伤害者给予一定补偿或赔偿；有的则认定被告不应承担责任。不同法院在适用法律上并不统一，容易出现

同案不同判，有损公平公正。自甘风险原则即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或者其进入的环境含有特定的危险因素，仍自愿参加，则

发生的损害后果自负①。近年在司法实践当中已有案件适用自甘风险原则处理相关案件，学界和体育界对该规则也有很高呼

声，因此规定自甘风险制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21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民法典》1176 条对此做了明确的规定。通过中

国裁判文书网查询统计援引该条款的判例共计 222 例，既包括当事人以自甘风险作为诉辩主张，也有判决实际适用自甘风

险规则的案件。

二、法律法规、政策及规范性文件等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176 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

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活动组织者的责任

适用本法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至第一千二百零一条的规定”。该规则通过明确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

为法院处理相关纠纷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裁判规范，有利于在司法审判中统一裁判尺度，妥善处理纠纷。

一是将适用范围限定于“文体活动”。相较于司法实践及域外法将自甘风险广泛适用于一切风险领域，《民法典》将自

甘风险的范围限定于“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从司法裁判的角度看，“文体活动”的概念比较模糊，具体外延的

确定还需要通过司法实践的探索，以类型化的方式来确定。

二是明确了造成损害的其他参加者要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民法典》摒弃了认为自甘风险非免责即有责的传统观念，

承认即使在运动伤害事件中，自甘风险抗辩也能形成从免责到轻责到重责再到全责的效果曲线，以适应千差万别的具体案

情。在此基础上，对于“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判断是实践中的难点。具体如何认定，需要在以后的审判实践中予以丰富。

三是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时不因自甘风险而免责。该条第 2 款规定了活动组织者（如商业健身

俱乐部、体育活动的举办方）的责任，包括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或教育机构的责任。自甘风险并非完全将参加者置于危

险的境地而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在任何时候，生命伦理标准都应当是法律在平衡各种利益时首先予以考虑的。所以，如果

有他人与自甘风险之受害人存在某种基础法律关系时，基于基础法律关系使得受害人从事自甘风险之危险行为，为了保证人

的生命健康，仍然要求他人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

①
克里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M]．张新宝，焦美华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3：631，345，64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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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典型案例

（一）案例 1

案情简介：宋先生与周先生都是羽毛球业余爱好者，2020 年 4 月 28 日，宋先生和周先生等羽毛球爱好者在朝阳区红

领巾公园进行羽毛球比赛。比赛中，周先生击打的羽毛球击伤宋先生右眼。宋先生以周先生侵犯其健康权、身体权为由诉至

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周先生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医药费等损失，并认为，即使周先生不存在重大过失，也应适用公平责任

分担损失。而周先生认为，宋先生受伤前已连续参加三场比赛，其应知道自己是否适宜继续参加比赛及其风险。

裁判观点：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参加羽毛球运动应该清楚此项运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而其自愿参

加比赛，应当认定为自甘风险。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及关于《民法典》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

判决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例评述：羽毛球运动是典型的对抗性体育运动项目，除扭伤、拉伤等风险外，较为突出的风险即为参赛者易被羽毛球

击中。原告作为多年参与羽毛球运动的爱好者，对于自身和其他参赛者的能力以及此项运动的危险，应当有所认知和预见，

但仍自愿参加比赛，应认定为自甘风险的行为。在此情况下，只有被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才需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否则无需担责。

（二）案例 2

案情简介：2019 年 11 月 3 日 17 时许，大学生小张与同学在某大学篮球场自发组织篮球比赛。比赛时，68 岁的李老

太横穿篮球场。小张在接球跑动过程中，后背不慎碰到李老太，将其撞倒在地。李老太受伤后被送往医院治疗，共计支付医

疗费 3.3 万余元，其中小张垫付 6,000 元。经司法鉴定，其伤情不构成伤残。其后，李老太找小张索赔未果，将小张及学校

起诉至区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小张赔偿各类费用 5 万余元，学校就赔偿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观点：一审法院认为，小张与在篮球场通行的李老太发生碰撞，造成李老太受伤，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应承担

40%的责任，计 1.2 万余元；学校作为篮球场的管理人，在篮球场未设置安全护栏和安全标志，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

担 10%的责任，计 0.47 万元；李老太自行横穿正在进行比赛的篮球场，疏忽了自身应负的安全注意义务，应自担 50%的

责任。小张及学校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武汉中院审理认为，学生和学校均无过错。老人作为

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认识到在学生打篮球时自己横穿球场有受伤的风险，其穿过球场属于“自甘风险”行为，遂适用“自

甘风险”制度作出判决，驳回老人的诉讼请求，由其自己承担损害后果。

案件评述：篮球场是竞技体育场所，场上有激烈的身体对抗，这是一个常识。打球者会采用比日常更快、更强的跑、跳、

投、传、抢等激烈动作，且活动者注意力集中在篮球上。对打球的学生而言，背身或侧身奔跑是篮球场上一个正常的动作，

其不可能预见身后的异常情况。一审法院认为该学生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是一种有违常识的苛求。对学校而言，一审法院

认为，学校作为篮球场管理人，未设置安全护栏和安全标志，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这种观点正如二审法院改判时所言，篮

球场涂有醒目的边界线，场地也是醒目的绿色，明显区别于一般道路，说明学校尽到了合理的设施设置义务。对于普通篮球

场这样的开放型运动场所，只要学校尽到一般性管理义务即可，日常活动没必要凭票、凭证进场。即使安装有相对封闭的围

栏，也有出入口，且没有必要设专人把守。篮球场作为专门的运动场所，其用途明显区别于一般道路。如果要求学校必须在

篮球场周围加装护栏和设置安全标志，甚至设专人把守，严禁非打球者入内，显然属于过高的“安全保障义务”，不符合群

众体育活动的常识。因此，一审判决的说理既不合常理，也不合法理。二审法院改判由老人自担其责，学生和学校无责，结

论是正确的。但是，能否选择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自甘风险”制度作出判决，法律适用问题值得思考。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

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这一规定明确了“自甘风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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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适用对象是“文体活动参加者”。该案中，“文体活动参加者”显然是打篮球的双方人员，并不包括老人。老人是该体育

活动参加者之外的人，不是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的适用对象。二审法院如果以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为依据作出判决，

相当于在司法个案中扩大了对条文中“文体活动参加者”含义的解释，与该条的立法本意不符。

四、热点问题

随着社会观念的变革以及法律制度的发展，传统意义上过于宽泛的自甘风险制度如今已难以为继，在多数案件中不再具

有免除加害人责任的法律效果。但是，在文体活动领域，自甘风险依然有作为一项独立免责事由而存在的必要性。自甘风险

与受害人同意、与有过失等其他抗辩事由不同，其法理基础在于，基于特定的法政策考量，加害人的一般过失行为不构成侵

权。在解释论上，还应当区分民法典第 1176 条第 1 款规定的自甘风险与第 2 款规定的活动组织者责任，明确文体活动的参

加者和组织者适用不同的注意义务标准。此外，在实践中使用“自甘风险”一词时，应当秉持谨慎、克制的态度，仅用其指

代民法典第 1176 条第 1 款，以避免法律概念的混淆以及法律适用的错误。

五、结语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新增的“自甘风险”制度，弥补了一般侵权责任适用过错归责原则的不足，衡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

系，其适用范围严格限定为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适用对象必须是文体活动的参加者。自甘风险规则对促进全民理性、

积极地参加体育活动，提高体育活动效率和质量，加强和完善体育法治具有重要意义。该条款能帮助解除当事人参与该类活

动时候法律上的疑虑，从而方便当事人积极参加体育竞技类活动。自甘风险归责原则也可以保护体育活动举办方或者参与方

免受讼累，使其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前提下放心组织活动。此外，自甘风险规则免除或者减轻自甘风险行为参与方的责任，

有利于促进民事主体之间活动或者交易的进行，对于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亦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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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体育知识产权

（戎朝，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谢晓雪，北京体育大学）

一、年度回顾与概述

时光飞逝，转眼 2021 年已接近尾声，回顾今年，无论是被延期的东京奥运会、还是即将开始的北京冬奥会，无不凸显

了 2021 年于整个体育产业时间轴中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2021 年 10 月，备受瞩目的《体育法（草案）》向社会各界公布，

其中对知识产权相关条款的修订可以说是突破性的进展，随着《草案》将体育赛事转播权明文入法，对体育赛事产业的发展，

尤其是职业体育的发展将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转播权的入法也进一步体现了体育知识产权对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一般来说，广义的体育知识产权包括体育赛事转播权、体育标志的保护、体育赛事节目的著作权和相关衍生品的保护、

体育专利和非专利技术以及体育商业秘密等等。体育知识产权对整个体育产业的经济价值不容小觑，世界各国也将加强对体

育知识产权的保护作为体育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内涵。①在 2021 年已近尾声之际，本章收录今年体育知识产权领域新出台

的政策法规、判决以及热点事件，并作简单的评述，以飨读者。

二、法律法规、政策及规范性文件等

（一）法律法规

1、《体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②

2021 年 10 月 23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审议

后公布给社会征求意见，新《草案》中增加了“体育赛事转播权”的规定，赋予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等相关权利人控制他人

“以营利为目的采集或者传播体育赛事活动现场图片、音视频等信息”的权利，具有一定的里程碑意义。

2、《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③

2021 年 6 月 1 日，新修订的《著作权法》正式施行。新修改的著作权法对“作品”的定义作出了开放性规定。这意味

着著作权保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此外，还大幅提高侵权法定赔偿额上限和明确惩罚性赔偿原则等，为创作者们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进一步“撑腰”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④

2021 年 6 月 1 日，新修订的《专利法》正式施行 。新修改的专利法明确了保护“局部外观设计”，外观设计的专利权

①
张玉超：《中国体育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页。

②
参见：

https://www.pkulaw.com/protocol/9b316e9f6ef74d46e399bf246d899399bdfb.html?keyword=%E4%BD%93%E8%82%B2%E6%B3

%95%20%E8%8D%89%E6%A1%88.
③
参见：http://www.gov.cn/guoqing/2021-10/29/content_5647633.htm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11/c0e15181bfdf4eadb7065bee74574953.shtml
④
参见：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0/11/23/art_97_155167.html/http://www.gov.cn/xinwen/2020-10/18/content_55521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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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从十年延长为十五年；完善职务发明制度，国家鼓励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实行产权激励的规定，鼓励专利权人向社会开

放专利权，促进供需对接和专利实施，更好实现专利价值；完善政府专利信息公共服务规定；引入了“专利权期限补偿”制

度；加大了专利侵权的赔偿力度，减轻了权利人的举证压力等。这为推动我国备战奥运的科研含金量、反兴奋剂科技研发等

体育科研和相关专利优质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二）政策、规范性文件等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①

2021 年 10 月 21 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就党的十八大以来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工作情况做出报告，其中重点指出需

加强文艺作品、文化产品保护，依法审理体育赛事直播等领域知识产权案件，促进新型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健康发展。

2、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印发《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标志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

方案》的通知（国知发保字〔2021〕26 号）②

2021 年 10 月 15 日，国知局、市监局就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标志保护事宜发布专项方案，制定前期部署、赛前整治、

赛中保障、赛后总结的总体规划，提出计划在 2022 年赛事结束后，发布具有典型意义的奥林匹克标志知识产权保护案例以

供对未来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做出指导，该《方案》同时公布了北京冬奥会以及残奥会保护的标志。

3、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的通知》（国发〔2021〕20 号）③

2021 年 10 月 9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的通知》，在明确十四五阶段知识

产权建设的总体目标的同时，指出需健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完善体育赛事节目等领域著作权保护

制度。

4、《“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④

2021 年 10 月 8 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该《规划》综合考虑未来一段时期国内外形势和

体育发展条件，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对“十四五”时期我国体育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并力求推动“十四五”体育

重点领域实现高质量发展。如在专栏 12 竞赛表演产业升级工程中，明确提出了“加快构建自主品牌体育赛事活动体系,打

造 100 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体育竞赛表演品牌”；在促进冰雪产业全面升级方面，提出“以技术创新促产业升级，不断提

升本土冰雪企业自主研发能力，面向国内外市场，打造冰雪产品高端品牌。”

5、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严厉打击恶意抢注相关奥林匹克运动会热词商标申请代理行为的通知（国知办函运字〔2021〕

781 号）⑤

2021 年 9 月 8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就此前的奥运健儿姓名商标抢注事件做出回应，指出需要加强监管查处、行业自律

以及信用联合惩戒，对情节严重的违规代理机构，处以停止受理代办商标代理业务的惩戒。

6、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第 421 号—关于“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火炬造型”等标志实施保护的公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第 456

①
参见：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10/2adb18d160c945e989bc20df3641cffc.shtml

②
参见：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0/17/content_5643127.htm

③
参见：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0/28/content_5647274.htm

④
参见：https://www.sport.gov.cn/n315/n9041/n9042/n9168/n9178/c23655706/part/23656158.pdf

https://www.sport.gov.cn/n315/n20067006/c23655890/content.html

⑤
参见：https://www.cnipa.gov.cn/art/2021/9/8/art_2073_1699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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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关于“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实施保护的公告①

2021 年 5 月 20 日、2021 年 10 月 26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分别就“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火炬造型”、“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的标志保护发布专项公告，将标志的具体图样向社会各界公示，由此可见国家对北京冬奥会知识

产权保护的重视态度。

7、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2021 年全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方案》的通知（国知发保函字〔2021〕29 号）②

2021 年 3 月 3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为加大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力度，印发该《通知》，提出严格监管，加强地理标

志和奥林匹克标志、官方标志、特殊标志保护，尤其围绕重大国际性、全国性的政治、体育和文化活动，加强官方标志和特

殊标志保护，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顺利举办营造良好氛围。

三、典型案例

笔者在“北大法宝网”上以“体育”为关键词、“知识产权”作为案由检索，得到的判决书结果逾万计，其中随年份变

化的图像如下：

图 1 体育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年度变化趋势

显然，近年来体育知识产权纠纷呈逐年增长趋势。现选取 2021 年（含 2020 年末）体育领域几例典型知识产权案件摘

录如下：

（一）杭州亚运会知识产权维权第一案

案例背景：被告杭州龙都置业公司、杭州百房网络科技公司未经许可，擅自以“杭州亚运会”设置为搜索关键词，使得

用户在百度搜索杭州亚运会时，显示的搜索引擎第一条为被告一开发楼盘的广告“杭州亚运会旁边山水时代”，该广告由被

①
参见：http://www.cnipa.gov.cn/art/2021/5/24/art_2073_159620.html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1/10/27/art_578_171043.html

②
参见：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3/06/content_5590908.htm.

http://www.cnipa.gov.cn/art/2021/5/24/art_2073_1596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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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二策划。此外，2020 年 4 月，被告一就曾使用亚运会吉祥物为自身宣传，因隐性营销问题被亚运会组委会约谈。

图 2 在百度上搜索“杭州亚运会”的显示结果

裁判观点：法院认为，将“杭州亚运会”设置为百度搜索关键词的行为侵犯亚组委的特殊标志专有权、易使得公众认为

楼盘与亚运会存在关联，结合被告一多次侵犯知识产权的恶意、未主动停止侵权行为的事实等诸多因素当庭宣判被告一赔偿

亚运会组委会 90 万元，被告二作为专业的广告公司，未尽与其专业能力相匹配的合理审查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故判

令被告二在 60 万元的赔偿额内承担连带责任。

案例评述：本案是国内首例涉杭州亚运会知识产权诉讼案，超过 1.5 万人在线同步观看了庭审直播，在社会上引起极大

关注。奥运赛事中的“隐性营销”问题不容忽视，其多采取较为隐蔽的表现形式①，实现类似于商誉搭借、知名度攀附等后

果，不正当的攫取原本属于赛事赞助商的应有利益，其造成的危害毫不亚于明显的恶意侵权行为，必须引起重视。

（二）盛力世家（上海）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②

案例背景：本案中，被告擅自使用央视国际享有权利的奥运赛事节目用作主播直播，并设置“正在直播奥运会”等作为

百度搜索关键词吸引用户，原告央视国际遂以被告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诉至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并索赔含合理费用共计

500 万元金额。

裁判观点：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行为不正当地攫取了原告的预期利益，将本想要观看奥运赛事视频直播的网络用户吸引至

被告网站平台，违背诚实信用的竞争原则，同时会引人误认为被告网站与涉案奥运赛事存在特定联系，构成虚假宣传，全额

支持原告的赔偿主张，被告上诉后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案例评述：体育赛事网络解说能够以更具吸引力的方式帮助观众快速的了解赛事内容，乃赛事传播的常见方式，但这不

意味着所有主体皆可以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享有权利的体育赛事做直播解说，本案从对赛事节目正常播放的影响、权利人交易

机会和可得利益、体育赛事转播行业生态以及赛事节目观众的利益几个角度论述了涉案行为的危害，对后续未经许可的类似

行为具备一定的警示意义。

①
参见张玉超：《中国体育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年版，第 64-65页。

②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 74民终 29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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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北京天盈九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再

审案①

案例背景：原告自 2012 年 3 月 1 日起享有对涉案中超赛事的独家直播、录播、点播权，期限为 2 年。被告未经许可，

在其运营的网站上对原告享有权利的赛事进行网络直播，原告遂以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为由将被告诉至法院。一审法院

认为涉案赛事节目具有独创性，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成为当时第一个认定赛事节目构成作品的案件。但二审认为涉案

赛事节目不具有足够的独创性空间，尚未达到著作权作品的水平，进行了改判。2020 年北京高院对该案进行再审审理，最

终维持了一审判决的认定。该案在 2021 年 4 月入选 2020 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司法保护十大案例。

裁判观点：再审法院结合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等方法对体育赛事节目 “独创性”和“摄制

在一定介质上”的认定进行深入分析，明确提出电影类作品与录像制品的实质性区别在于独创性的有无而非高低。在法律适

用上，再审判决还明确区分了著作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规则，最终认定涉案体育赛事节目构成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

法创作的作品，被诉行为构成对兜底“其他权利”的侵犯。

案例评述：本案被誉为体育赛事节目网络直播第一案，该案经历一审支持、二审驳回、再审维持一审判决三个阶段，历

时多年终于落槌，该案的判决结果与《著作权法》、《体育法》的修改三者一起相当于宣告了体育赛事节目作品性认定争议的

终结，积极回应了体育赛事产业加强体育赛事节目著作权保护的强烈诉求。

（四）斐乐体育有限公司“FILA”商标系列维权案②

案例背景：斐乐体育公司自满景（IP）有限公司处获得第 163332 号“ ”商标、第 163333 号“ ”商标的独

占权利，含维权权利。2019 年 3 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同意对上述商标以驰名商标扩大保护。后斐乐体育有限公司发现有多

家生厂商未经许可，在鞋类产品上使用与上述商标相同近似的标志，遂诉至法院。

裁判观点：在上述批量维权案件中，大多数法院通过比对被控侵权产品上的商标和权利商标，皆认为二者属于相同或近

似商标，而后以法定赔偿的方式计算判赔数额。仅一起案件中，法院以侵权主体难以锁定为由驳回了原告诉请。

案例评述：本案判赔数额虽然不高，但涉及的体育品牌的商标保护问题却足以引发重视，随着体育产业的不断发展、涉

及体育赛事名称、运动员名称以及运动产品的商标侵权也逐渐呈现多发性、侵权主体难锁定的隐蔽性特点，导致权利人不得

不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成本批量维权。实际上，对体育品牌的保护，商标法应属涉及面最广、最值得研究的领域之一。③

笔者也建议事前完善体育领域商标立法，例如通过修订《特殊标志管理条例》等方式，尤其加强体育领域的驰名商标保护，

为体育产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五）汕头市宏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诉林先鹏专利权权属纠纷案④

案例背景：被告自 2003 年 2 月 18 日入职原告宏盛公司从事生产工作。原告为被告缴纳社保时间为 2004 年 7 月至 2018

年 8 月。本案涉案专利“羽毛球毛片自动排料、植毛方法及设备”申请人原为案外人林启良，申请时间为 2013 年 7 月 10

日，授权时间为 2015 年 11 月 25 日。2016 年 11 月 15 日，被告林先鹏从案外人林启良处受让取得涉案专利，成为现专

利权人。2020 年 5 月 26 日，原告以专利权权属纠纷为由将被告诉至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对被告利用了

原告的物质技术条件完成并申请涉案专利的主张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故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后原告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院仍因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原告上诉，维持原判。

①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再 128号

②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冀知民终 177号、(2021)冀知民终 268号、(2021)冀知民终 178号、 (2020)冀知民终 243号。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渝民终 155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湘知民终 59号。
③ Annie Clement, Contemporary Trademark Law and Sport, Journal of Legal Aspect of Sport.2002.VOL.12(1).
④
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 535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20）粤 73知民初 7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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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观点：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均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涉案专利是否属于职务发明。两级法院对我国《专利法》第六

条的规定进行了文义解释，明确“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是指直接将本单位的资金、设备、零部件、原材料或者不对

外公开的技术资料用于技术研发，并且这些物质技术条件对形成技术成果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原告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被

告在原告公司工作期间负有技术研发职责，且被告作为销售人员基于销售职责接触本单位物料和设备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

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故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对涉案专利的发明创造利用了原告的物质技术条件。

案例评述：单位与单位工作人员就涉案专利是否为职务发明的权属争议，是常见的一类专利权属纠纷。其中对于职务发

明的类型之一、即“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的认定问题，本案的判决结果给出了明确解释，

具有较强的案例指导意义。笔者建议，随着我国体育产业的兴起，体育用品公司等单位应加强知识产权意识，做好企业的商

业秘密保护工作，或按照“合同优先原则”尽早就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定，同时也要建立合理分享创新收益的产权激励机制，

鼓励和支持技术人员科研创新，促进知识产权的转移转化。

四、热点问题

（一）新《体育法》对知识产权条款的修订

事件背景：2021 年 10 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体育法（草案）》并公布社会征求意见，

其中对知识产权条款的修订主要体现在第 11 条和第 47 条上，前者新增了“体育技术创新”作为国家支持的对象，旨在“提

高体育科学技术水平”；后者则明确赋予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等相关权利人权利以控制未经许可“以营利为目的采集或传播

体育赛事活动现场图片、音视频等信息”的行为。

评述：《草案》新增的体育赛事转播权可谓多年来司法实务者和学者共同努力后的结果，具有一定的里程碑意义，但本

次《草案》仍有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就以体育赛事转播权为例，仍存在权利主体范围不清晰、配套罚则空白等问题。笔者

也在《草案》征求意见过程中提出建议，将体育赛事转播权的主体统一为体育赛事组织者，以避免个人行使权利效率低、俱

乐部行使权利导致垄断的问题，并详细规定违反本条的惩罚措施以保证该条的实施效果。此外，就体育专利与非专利技术的

权属分配问题，也是日后需要进一步完善细化的议题。

（二）奥林匹克赛事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事件背景：2021 年连接了被延期的东京奥运会和即将举办的北京冬奥会，在世界奥运会比赛进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国家也相当重视与奥运会赛事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除本报告在“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部分提及的专项文件外，2021

年 8 月 19 日，商标局就“杨倩”、“陈梦”、“全红蝉”等 109 件恶意商标注册申请亦发布专门的驳回通告，认为上述对特定

含义的热词之抢注不仅侵害他人姓名权及合法权益，也同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通告同时公布了上

述恶意申请的详细申请人及代理人名单。①中国奥委会对此也明确回应，如未获得运动员本人或未成年运动员监护人授权，

不得以奥运健儿姓名恶意抢注商标或从事其他侵犯运动员姓名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

评述：奥运会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产权②，近年来也面临着严重的侵权问题。就以赛事标识保护为例，相关商

标恶意注册问题已是近年来为社会各界、乃至国际所普遍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在 2020 年我国与美国签订的《中美第一阶段

经贸协议》中也有体现。实际上，随着近年来体育产业的迅速发展，商标恶意抢注、囤积现象已经延伸到体育产业。体育赛

事相关热词的抢注已经不止关乎于个人权益，且借由赛事本身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甚至也会对社会利益、乃至国家利益亦造

成重大影响，因此，立法者以及实务工作者应当严加防范赛事相关热词的抢注行为。加强、完善体育赛事相关标志的相关立

法保护，也可谓迫在眉睫。

①
《关于依法驳回“杨倩”“陈梦”“全红婵”等 109 件商标注册申请的通告》，载中国商标网 2021 年 8 月 19 日，

http://sbj.cnipa.gov.cn/tzgg/202108/t20210819_333836.html.
②
路皓、郭锐：《对<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的审视与思考》，《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10 年第 24 期。

http://sbj.cnipa.gov.cn/tzgg/202108/t20210819_3338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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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体育知识产权一般由管理组织统一实施和管理，具有一定的“公权化”色彩。①因此相较于一般的知识产权保护而言，

前者更需要国家和公权力机关的事先统筹布局以及事中的及时监管。目前来看，体育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逐步走入正轨，

体育赛事转播权、体育标志保护已经逐步受到重视，但仍有值得进一步完善之处。此外，对一些新兴的体育赛事无形资产，

诸如体育赛事运动表现分析数据、体育非专利技术、体育商业秘密等，在市场中已经逐渐显露，但对这些客体的保护和市场

规范目前仍存在立法空缺，但这也是日后体育知识产权的发展和保护需要努力的方向。

作者简介

①
戎朝、上官凯云：《体育知识产权》，马宏俊主编：《体育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41 页。

戎朝

男，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中级律师职称，体

育知识产权研究方向，邮箱：rongchao@ronglawyer.com。

谢晓雪

女，法学硕士，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体育法学专业，体育法学研究

方向。

mailto:rongchao@ronglawy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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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体育场馆

（董双全，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

一、年度回顾与概述

体育场馆是人民群众进行体育锻炼的主要场所，也是体育赛事的依托，在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和改善民

生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体育总局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显示，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标准时点，

全国体育场地 371.34 万个，体育场地面积 30.99 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20 平方米。当前，与日益增

长的全民健身需求相比，场地设施总量不足、分布不均、利用不充分等矛盾依然突出。2021 年，国家政策层

面继续加大对体育场馆等配套健身设施建设的扶持力度。在亚运会、大运会、亚洲杯、全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

的加持下，体育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蓬勃发展，促进了整个体育场馆行业稳定的发展。《政府委托社会力量运营公共

体育场馆示范合同（参考文本）》的发布，对指导公共体育场馆产权单位做好委托社会力量运营工作将起到积极作用。《民

法典》实施后，如何认定第 1198 条中体育场馆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各地法院判决书中所体现的裁判尺度并不一致，

值得关注。

二、法律法规、政策及规范性文件等

（一）《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冰雪运动场所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①

近期先后发生的几起滑雪者意外死亡事故，反映出当前冰雪场所安全管理工作中仍然存在着安全发展理念

不落实、安全基础薄弱、规章制度不健全、应急处置不到位等突出问题。春节假期将迎来冰雪运动的高峰，为

进一步贯彻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提高冰雪场所安全工作水平，体育总局办公厅 2021 年 1 月 29

日下发通知强调：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强化安全检查，狠抓督促整改加强宣传培训，强化

安全意识。

（二）《“十四五”时期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实施方案》②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体育总局共同编制该方案，并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发布。本方案总体目标为：健身设

施更加公平可及，群众身边的健身场地有效供给扩大，户外运动公共服务设施逐步完善，全民健身产品和服务

更加丰富，有效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身需要。到 2025 年，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6 平方米以上，

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数量达到 0.9 块，全国社会足球场地设施建设专项行动重点推进城市等有条件的地区每万

人达到 1 块以上，形成供给丰富、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健身设施网络。

①
《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冰雪运动场所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载国家体育总局官网 2021 年 2 月 4日，

https://www.sport.gov.cn/n315/n20001395/c20003138/content.html
②
《“十四五”时期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实施方案》，载国家体育总局官网 2021 年 4 月 27日，

https://www.sport.gov.cn/n315/n20001395/c20998384/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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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调查体育场馆建设运营情况的通知》①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体育场馆要“盘活存量、做好增量”的相关精神，指导地方做好体育场馆建设

运营、安全生产等工作，拟开展《全国体育场馆建设运营指导研究》的编制工作。为做好研究编制工作，2021

年 6 月 4 日，体育总局办公厅通知汇总填报 2021 年度各体育场馆的建设运营情况调查表，并将有关情况（含

纸质版和电子版）报送体育总局经济司。

（四）《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赛事活动安全监管服务的意见》②

体育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文化和旅游部、卫生健康委、应急部、

市场监管总局、气象局、银保监会等十部委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联合发文。文件指出：场地空间提供方负有

安全服务保障义务。各类体育活动特别是利用公园、山地、森林、江河湖泊、海洋、空域、公共体育场馆等自

然资源或公共资源举办的，场地提供方或管理者应当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协助承担应急救

援等救助任务。

（五）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国发〔2021〕11 号 ③

2021 年 7 月 18 日发布，体育场馆相关部分为：全民健身计划第二、主要任务中指出：（三）加大全民健

身场地设施供给。制定国家步道体系建设总体方案和体育公园建设指导意见，督导各地制定健身设施建设补短

板五年行动计划，实施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盘活城市空闲土地，用好公益性建设用地，支持以租赁方式

供地，倡导土地复合利用，充分挖掘存量建设用地潜力，规划建设贴近社区、方便可达的场地设施。新建或改

扩建 2000 个以上体育公园、全民健身中心、公共体育场馆等健身场地设施，补齐 5000 个以上乡镇（街道）

全民健身场地器材，配建一批群众滑冰场，数字化升级改造 1000 个以上公共体育场馆。

开展公共体育场馆开放服务提升行动，控制大型场馆数量，建立健全场馆运营管理机制，改造完善场馆硬

件设施，做好场馆应急避难（险）功能转换预案，提升场馆使用效益。加强对公共体育场馆开放使用的评估督

导，优化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绩效管理方式，加大场馆向青少年、老年人、残疾人开放的绩效考核力度。做

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工作。

（六）《“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④

体育总局 2021 年 10 月 8 日发文，该规划中提到体育场馆的部分包括：9.推进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组

织实施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工程,利用中央资金支持地方重点推进体育公园、全民健身中心、公共体育场、

社会足球场、健身步道、户外运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开展“百城千冰”群众滑冰场建设,在农村重点加强乡镇

级专项运动场地建设。支持在不妨碍防洪安全前提下利用河滩地等建设公共体育设施。紧密结合美丽宜居乡村、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鼓励创建休闲健身区、功能区和田园景区。持续推动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完善绩效评价及资金补助政策。

专栏 2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工程

①
《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调查体育场馆建设运营情况的通知》，载国家体育总局官网 2021 年 6 月 17日，

https://www.sport.gov.cn/n315/n20001395/c23412964/content.html
②
《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赛事活动安全监管服务的意见》，载国家体育总局官网 2021 年 7 月 5日，

https://www.sport.gov.cn/n315/n20001395/c23413268/content.html
③
《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载人民政府网 2021 年 7 月 18 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8/03/content_5629218.htm
④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载国家体育总局官网 2021 年 10 月 25日，

https://www.sport.gov.cn/n315/n20001395/c23655706/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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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 5000 个以上乡镇(街道)全民健身场地器材;支持新建或改扩建 2000 个以上体育公园、全民健身中心、

公共体育场、健身步道、户外运动公共服务设施等。

专栏 3 社会足球场地建设工程

继续推进全国社会足球场地设施建设专项行动。到 2025 年全国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达到 0.9 块(其中,全国

社会足球场地设施建设专项行动重点推进城市等有条件的地区达到 1 块以上)。

（七）《政府委托社会力量运营公共体育场馆示范合同（参考文本）》①

为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国发〔2021〕11 号）“开展公共体育场馆开放服务提

升行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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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2020〕36 号）

“规范委托经营模式，编制和推广政府委托社会力量运营公共体育场馆示范合同文本”等要求，指导公共体育

场馆产权单位做好委托社会力量运营工作，推动提升场馆管理服务水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公

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体育场馆运营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体育总局制定了《政府委托社会力量运

营公共体育场馆示范合同（参考文本）》，并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发布。

（八）《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②

为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和《关于促进和规范社

会体育俱乐部发展的意见》，深化体教融合，进一步完善课外体育培训监管，体育总局制定了《课外体育培训

行为规范》，于 2021 年 12 月 4 日发布。其中第二章提出了场地设施要求，第五条指出：用于开展课外体育

培训的体育场地应符合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的相关规则，培训场地和设施符合安全、质检、消防、卫生、环保

等标准；体育器材应符合国家相关产品标准。开展高危体育项目的课外体育培训，体育场地应符合国家规定的

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相关体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室内场地应在主要位置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九）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1-2022 年雪季冰雪运动场所安全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③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有关安全生产工作的指示精神、国家体育总局、公安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 8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冰雪运动

场所安全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体规字〔2019〕4 号）和《“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实施纲要（2018-2022

年）》的要求，加强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冰雪运动场所安全管理，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冰雪运动安全，体育总

局办公厅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就 2021-2022 年雪季冰雪运动场所安全监督检查工作有关事项下发此通知。

（十）《公共体育场馆基本公共服务规范》④

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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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2020〕36

号）、《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国发〔2021〕11 号）关于“完善大型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

放补助政策，支持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加强对公共体育场馆开放使用的评估督导，优化场

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绩效管理方式”等有关要求，体育总局对《大型体育场馆基本公共服务规范》（体经字〔2014〕

①
《政府委托社会力量运营公共体育场馆示范合同（参考文本）》，载国家体育总局官网 2021 年 12月 9 日，

https://www.sport.gov.cn/n315/n20001395/c23805763/content.html
② 《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载国家体育总局官网 2021 年 12 月 17 日，

https://www.sport.gov.cn/n315/n20001395/c23835973/content.html
③
《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1-2022年雪季冰雪运动场所安全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载国家体育总局官网 2021年 12

月 22日，https://www.sport.gov.cn/n315/n20001395/c23848296/content.html
④
《公共体育场馆基本公共服务规范》，载国家体育总局官网 2021年 12 月 23日，

https://www.sport.gov.cn/n315/n20001395/c23856568/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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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号）进行了修订，形成了《公共体育场馆基本公共服务规范》。该规范发布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发布，

适用于接受中央财政资金补助的地方各级体育行政部门所属县级及以上公共体育场、公共体育馆、公共游泳馆

和全民健身中心。对于其他类型公共体育设施的开放服务，各地区可参照《服务规范》的要求，因地制宜地进

行规范指导。

三、典型案例：金某（一审原告）与朱某、长白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开发有限公司（一审被告）

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①

案例背景：2020 年 1 月 5 日，金某等人持门票进入滑雪场，换完雪具后明知并选择“小绅士”中级雪道

滑雪，朱某亦在此雪道上滑雪。起动滑行时，朱某以大 S 型路线滑行在前，金某以小 S 型路线滑行在后。滑行

途中，金某追赶上朱某，在没有预判和及时刹车的情况下，二人相撞，导致金某受伤。后金某到梅河口市中心

医院住院治疗，并将上述两被告诉至法院索要赔偿。诉讼中经吉林正达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金某此次外伤致左

膝关节损伤后果评定为十级伤残。

裁判观点：二审法院认为：滑雪运动是一项高风险运动，参与者要量力而为，在运动过程中得到娱乐的同

时，要承担因自己的过错或意外事件可能引发的人身损害风险。金某作为滑雪运动的初学者，在不具备进入中

级雪道滑行技术能力，又未聘请滑雪教练进行指导，以及无法在保障自己和他人安全的情况下，盲目自信进入

“小绅士”中级雪道，在滑行过程中与朱某发生碰撞，造成自身人身损害，其应对损害的发生承担过错责任，

此过错责任也就是其参与此项运动的风险责任。朱某自述具备在中级雪道进行单板滑行的技术能力。发生碰撞

的过失属于一般过失，对金某的人身损害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参照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中国滑雪场所管理规范》附件 3《中国滑雪运动安全规范》第二部分滑雪场所

管理的安全规范第 3 条、第 7 条、第 14 条，关于对滑雪者的提示、设置标识、正常滑雪秩序的维护的相关规

定，旅游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做到尽量避免初学者进入中级以上雪道的提示和措施；如初学者进

入中级以上雪道，应聘请滑雪教练进行技术安全指导的提示；发现初学者对他人干扰，有充足的在场巡逻员及

时劝离及事发当时该场地有技术指导人员、巡逻员值守的安全保障义务，故旅游公司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案例评述：经检索，上述《中国滑雪运动安全规范》在 2017 年修订时进行了删除，法院引用此规范似并

不适当②。此案件可作为例子说明滑雪场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在该案中，雪场方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

已做到如初学者进入中级以上雪道，应聘请滑雪教练进行技术安全指导的提示；雪场方对正常滑雪秩序的维护

不到位，发现初学者对他人干扰，未能有充足的在场巡逻员并及时劝离，故而判决雪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并

承担 20%的责任比例。滑雪场相关侵权纠纷案件日益受到社会关注，滑雪场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往往成为

当事各方争议及法院判定责任的焦点。《民法典》第 1198 条中以列举的方式强调了体育场馆这类典型的公共

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但并未明确说明其边界。判断滑雪场在纠纷中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实践中

多采用以下标准衡量，即法定标准、行业标准、合同标准和善良管理人标准。鉴于我国法律、法规中极少有针

对滑雪场安全保障义务内容的直接规定，行业标准将显得尤为重要。值得指出的是，司法实践中，体育场馆方

的安全保障义务边界并不明晰，各地司法机构的裁判尺度偏差不小，值得关注。

①
吉林省长春林区中级法院（2021）吉 76 民终 20号民事判决书.

②
《中国滑雪场所管理规范（2017 年修订版）》，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官网 2017 年 11 月 2 日，

http://tyj.xinjiang.gov.cn/tyj/zcwj/201711/d6df8e1cb4a94e09830bceeae973953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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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热点问题

（一）《政府委托社会力量运营公共体育场馆示范合同（参考文本）》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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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2020〕36 号）中明确

要求“规范委托经营模式，编制和推广政府委托社会力量运营公共体育场馆示范合同文本”。2021 年 11 月

11 日，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发布了《政府委托社会力量运营公共体育场馆示范合同（参考文本）》。这无疑将

对指导公共体育场馆产权单位做好委托社会力量运营工作，推动提升场馆管理服务水平有着积极的意义。

然而，笔者个人认为，此范本也有应进一步完善之处。具体如下：该示范合同性质上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

民事合同，条款设计时应避免权利义务过于失衡。第十一违约责任章节中仅规定了乙方的违约责任，没有对甲

方违约进行约定。第十三条中，甲方的主要义务无疑应包括保证产权明晰、不干涉乙方运营管理活动等，但以

上内容并未得到体现。另考虑到运营期间场馆所有权变更的可能性，第十三条建议添加“在运营管理期内，如

甲方对场馆的所有权发生转移，则甲方的全部权利和义务一并转移给新的场馆所有者承担和享有，乙方继续按

照本合同履行运营管理义务。”

另笔者个人建议可适当鼓励社会力量运营场馆时进行商业开发，比如第五条第 3 款，最后一句建议修改为

“鼓励在保持场馆功能区域设置不变、场馆正常开放及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利用场馆及附属设施开展市场化

商业经营活动。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可进行场馆冠名、广告投放等无形资产开发。”

最后，示范合同使用说明指出：委托运营期限通常不超过 5 年。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开展公共体育

场馆运营的，委托运营服务期限按《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规定执行，一般不超过 1 年，最长不超过 3 年。

公共体育场馆具有天然的公益属性，当前盈利不易，一般需要很长周期，即使按委托期限 3 年，也很难达到运

营人的心理预期。尽管如此，《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最长 3 年这一期限红线，此法律障碍目前

似并无法突破。

（二）滑雪场要求“证明你媳妇是你媳妇”引热议

1、事件背景

2021 年 12 月 28 日，北京的韦先生在密云区云佛山滑雪场教女朋友滑雪时，被工作人员制止，并要求他

证明“你媳妇是你媳妇”。这一事件引起了公众热议。云佛山滑雪场事后在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称，事件的诱

因系黑导与私教问题。工作人员错把夫妻当作了黑导、私教，产生了误会，已对涉事工作人员进行了处罚①。

2、法律分析

首先，从商业服务的角度考虑，滑雪场和客人沟通时如此说法的确令人难以接受。这很可能对其自身营业

甚至行业的发展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其次，如果从滑雪场安全保障义务法律风险的角度进行解读，案涉滑雪场的作法或有情可原。滑雪（高山

滑雪、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被列于国家体育总局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是一项具有危险性的体育

运动。因冰雪运动引发的相关侵权纠纷案件日益增多，滑雪场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往往成为当事各方争议

及法院判定责任比例的焦点。《民法典》第 1198 条中以列举的方式强调了体育场馆这类典型的公共场所的安

①
《男子教女友滑雪竟遭劝离，还被要求证明“你媳妇是你媳妇》，载腾讯网 2022 年 1 月 1日，

https://new.qq.com/omn/20220101/20220101A08TJE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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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保障义务。判断滑雪场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行业标准规范是重要的参考①。读者也可参见上文

第三部分中的典型案例。结合本案，雪场方通常有义务对于滑雪者违规行为及时提示、劝导和制止。如果雪场

方未对场内的黑导教学制止甚或未对“教媳妇”的行为进行提示劝导，一旦造成人员伤害，滑雪场有很大可能

性将会被认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并需要承担相应比例的责任。

第三，2019 年 9 月 30 日，体育总局等八部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冰雪运动场所安全管理工作的若干

意见》指出：冰雪运动场所消费者、冰雪赛事活动参与者应当依法、文明、理性参与冰雪运动，遵守冰雪运动

场所和赛事活动的安全管理规定，服从经营者和举办者的安全管理要求。针对高风险的滑雪运动，建议初学者

聘请专业教练进行技术安全指导，避免受伤。消费者在行使其权利时，不能进行滥用，应遵守雪场合理的安全

管理规定。对拒不服从者，雪场方应当拒绝其入场。

最后，滑雪场声明中提到：欢迎亲情滑雪与教学活动。笔者个人认为对所谓“亲情教学”需仔细考量，雪

场方至少也应对参与方进行书面的相关提示，否则仍会面临不小的法律风险。另，滑雪企业联合起来将教练或

滑雪者列入黑名单的做法更需慎重，其合法性问题将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3、建议

社交媒体对此事或许不必过度解读。希望消费者在参与全民健身活动中，遵循安全合规、自愿平等、因地

制宜、科学文明的原则。也建议滑雪场加强自身管理，与消费者进行良性沟通，对部分私教市场需求可进行合

理引导，更重要的是，希望此事件的真正起因是源于雪场方对安全责任的重视而非仅是商业利益驱动。

五、结语

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委托开展公共体育场馆运营或成为新一年的热点。同时，我们也将继续关注，自甘

风险原则和体育场馆的安全保障义务具体案例中适用的边界问题。目前审判实践似存在文体活动参与者适用自

甘风险原则后，客观上加大体育场馆责任比例的趋势。希望能引起一定重视，否则将会打击场馆方组织活动和

对外开放的积极性，并阻碍体育产业的发展。

无论如何，全民健身及大型体育赛事将持续推动国内场馆建设及运营的发展。管理部门针对体育场馆的赛

后利用问题或许也应提前谋划。作为球迷，最想看到的是为迎接亚洲杯而改复建后的新工体，2022 年将最值

得我们期盼。

作者简介

①
董双全：《关于滑雪场相关侵权纠纷案件实务问题的研究》，《中国体育场馆协会年度报告》2019年

董双全

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法学会体育法学与奥林匹克法律

事务研究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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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电子竞技

（王钺翰、孙波、周琦，上海中联律师事务所）

一、年度回顾与概述

2021 注定是中国电子竞技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奥林匹克首次举办虚拟体育赛事；电子竞技成为亚运会正式项目；

电子竞技员、运营师的国家职业标准公布；首届电子竞技专业本科毕业生毕业；2021 年全球电子竞技大会在上海召开；RNG

勇夺 2021 年 MSI 冠军；2021 年 EDG 勇夺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冠军。

在过去的十年间，电子竞技以近乎野蛮的方式扩张和增长。其在发展过程中不免伴随着旁人的误解与偏见。新冠疫情

之下，中国电子竞技产业逆势迸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市场规模突破 1500 亿人民币，玩家数量突破 5 亿大关；中国已成为

全球第一大电子竞技观众市场。电子竞技给人们带来的新商机和新娱乐方式的同时，也对法律制度、行业监管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与期待。

二、法律法规、政策及规范性文件等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①

2021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典》”）正式施行。《民法典》人格权编部分完善了对姓名权及肖

像权的保护制度，对于保护电竞选手商业利益有重大意义；《民法典》合同编部分吸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

及司法解释、司法文件的规定，更新了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情形、电子合同的订立规则等规则，进一步规范了电竞从业者的合

同管理事宜。

2、《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1 修订）》②

2021 年 6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1 修订）》（“《著作权法》”）正式施行。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将“电

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改为“视听作品”，删除了“摄制”的技术要求，体现出技术中立的特点；修

改了有关广播权的表述，以适应网络同步转播使用作品等技术发展带来的要求。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③

2021 年 1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保法》”）正式施行。根据《个保法》规定，任何组织、

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为此，粉丝交易电竞选

手身份证号、航班号、住宿信息等行为已涉嫌违法，应依法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构成犯罪的，应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①
参见：https://flk.npc.gov.cn/detail2.html?ZmY4MDgwODE3MjlkMWVmZTAxNzI5ZDUwYjVjNTAwYmY%3D

②
参见：https://flk.npc.gov.cn/detail2.html?ZmY4MDgwODE3NTJiN2Q0MzAxNzVlNDc2NmJhYjE1NTc%3D

③
参见：https://flk.npc.gov.cn/detail2.html?ZmY4MDgxODE3YjY0NzJhMzAxN2I2NTZjYzIwNDAwNDQ%3D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06/75ba6483b8344591abd07917e1d25cc8.shtml
https://flk.npc.gov.cn/detail2.html?ZmY4MDgwODE3MjlkMWVmZTAxNzI5ZDUwYjVjNTAwYmY%3D
http://www.gov.cn/guoqing/2021-10/29/content_5647633.htm
https://flk.npc.gov.cn/detail2.html?ZmY4MDgwODE3NTJiN2Q0MzAxNzVlNDc2NmJhYjE1NTc%3D
https://flk.npc.gov.cn/detail2.html?ZmY4MDgxODE3YjY0NzJhMzAxN2I2NTZjYzIwNDAwNDQ%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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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1 修订）》①

2021 年 6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1 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施行。《未成年人

保护法》增加了”网络保护“这一章节，要求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要

求未成年人以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并登录网络游戏。未成年电竞选手的游戏账号也将受到相应的限制，这也意味着未成年电竞

选手的合法权益得到了进一步的法律保护。

（二）政策及规范性文件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教职成〔2021〕2 号②

2021 年 3 月 17 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印发《职业教育专业目录》的通知，《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在高等职业教育本科中

新增”电子竞技技术与管理“专业。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文旅产业发〔2021〕42 号③

2021 年 5 月 6 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印发《“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

划》将“促进电子竞技与游戏游艺行业融合发展”设定为改善文化消费环境、优化重点文化行业供给的目标之一。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国新

出发〔2021〕14 号④

2021 年 8 月 30 日，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该通知要求：

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严格落实网络游戏用户账号实名注册和登录要求；各级出版管理部门要加强

对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有关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等。

4、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出版工作委员会《网络游戏行业防沉迷自律公约》⑤

2021 年 9 月，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出版工作委员会与会员单位以及相关游戏企业在国家主管部门指导下，共

同发起《网络游戏行业防沉迷自律公约》，坚决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强化行业自律自省，推动游戏行业健康有序发

展。

5、上海市电子竞技运动协会《上海市电子竞技赛事办赛指南》⑥

2021 年 12 月 22 日，上海市电子竞技运动协会发布《上海市电子竞技赛事办赛指南》，针对电竞赛事执行层面，从赛

事筹备、执行落地以及总结收尾三个阶段有序梳理，内容涵盖授权备案、赛程编制、风险防控等全方位办赛流程，同时将相

关政策法规、申请信息、办理渠道等进行汇总整合，便于赛事参与主体办赛。

6、腾讯电竞联合各赛事联盟《“防假赛”教育和管理公约》⑦

2021 年 6 月 16 日，腾讯电竞及各赛事联盟共同发布《“防假赛”教育和管理公约》。公约从三方面提出要求，提出制

定全面责任及管理制度、重视加强授权赛赛事方管理、建立联合黑名单制度及数据库、成立“防假赛”工作专项督查组等具

①
参见：https://flk.npc.gov.cn/detail2.html?ZmY4MDgwODE3NTI2NWRkNDAxNzUzZmI5YzQ1ODEyN2I%3D

②
参见：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953/202103/t20210319_521135.html

③
参见：http://zwgk.mct.gov.cn/zfxxgkml/cyfz/202106/t20210607_925033.html

④
参见：http://www.nppa.gov.cn/nppa/contents/279/98792.shtml.

⑤
参见：https://mp.weixin.qq.com/s/GMaQqg7F82zbutPzXOP8zw.

⑥
参见：https://mp.weixin.qq.com/s/_xCA-9VXMIx2BjKJ3cuQqw.

⑦
参见：https://mp.weixin.qq.com/s/ybXLPoQlJQpHu7lD0x7ecg.

http://www.gov.cn/xinwen/2020-10/18/content_5552113.htm
https://flk.npc.gov.cn/detail2.html?ZmY4MDgwODE3NTI2NWRkNDAxNzUzZmI5YzQ1ODEyN2I%3D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953/202103/t20210319_521135.html
http://zwgk.mct.gov.cn/zfxxgkml/cyfz/202106/t20210607_925033.html
http://www.nppa.gov.cn/nppa/contents/279/98792.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GMaQqg7F82zbutPzXOP8zw
https://mp.weixin.qq.com/s/_xCA-9VXMIx2BjKJ3cuQqw
https://mp.weixin.qq.com/s/ybXLPoQlJQpHu7lD0x7e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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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措施，旨在遏制电竞比赛中打假赛的不良现象。

三、年度典型案例

（一）电竞选手与俱乐部劳动关系纠纷案①

案情简介：2018 年 7 月 1 日，李某与上海靖野体育文化有限公司（“靖野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李某加入由

某 1 公司成立、管理的 NEWBEE 电竞俱乐部，并担任游戏“堡垒之夜”的电竞选手。后靖野公司认为李某经警告仍多次擅

自离队、不服从管理，并向李某发出合作关系终止声明。李某为此申请劳动仲裁，要求靖野公司支付比赛奖金、解除合同赔

偿金和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但仲裁裁决未支持李某的仲裁请求。原告后起诉至法院。

裁判观点：《合作协议》不属于劳动合同。主要理由：1、原告加入 NEWBEE 电竞俱乐部的目的是期望通过与靖野公司

的合作使原告掌握和提高作为电子竞技选手的才能、资质及技能，从而提高原告的竞技水准等，而非从事某项工作进而领取

劳动报酬。2、原告在俱乐部提供的场地内参与训练、接受培训、参加比赛。俱乐部为其提供技术指导、参赛机会及生活训

练条件，原告则代表俱乐部参加比赛，为俱乐部赢得赛事奖金（有对奖金分配比例的规定），双方仅为合同关系，不是劳动

关系。

（二）电竞选手转会合同纠纷案②

案情简介：2020 年 1 月 8 日，LEG 电子竞技俱乐部（战队所属公司：霖感公司，“LEG”）与 CBT 电子竞技俱乐部（战

队所属公司：顺心公司，“CBT”）共同签订《队员转会协议书》一份，就甲方旗下战队成员陈某凯的转会事宜达成协议。LEG

承诺在确认该成员已成功办理好转会手续后立即将该成员交由 CBT 全权管理和培养；双方签署完本协议后，乙方承诺转会

期截止日之前向甲方支付全额转会费 12 万元。

裁判观点：1、霖感公司已将选手陈某凯送至位顺心公司的线下基地，同时，腾讯游戏俱乐部系统页面俱乐部详情资料

中陈某凯已备案登记为顺心公司俱乐部选手，是选手完成转会手续的两个重要标志。2、案涉合同为选手转会合同，而选手

是享有人身自由的，故选手是否与顺心公司签订服务合同及服务期限的长短并不是霖感公司有权力或能力可以保证的，其仅

负有积极协助的义务。陈某凯事实上已完成了转会，霖感公司也已履行了协助义务，故霖感公司有权要求顺心公司支付选手

的转会费。

（三）电竞战队代言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2019 年 4 月，鱼泡泡公司（原告，合同甲方）与竞灵公司（被告，合同乙方）签署《赞助及代言合同》。

鉴于甲方赞助乙方 XX 电子俱乐部，并聘请乙方旗下“XX 王者荣耀战队”作为代言人以推广及宣传甲方所属 APP 及关联

APP，乙方及“XX 王者荣耀战队”愿意依合同接受甲方赞助及委聘。被告在品牌标识展现、线上活动配合等方面存在履行

瑕疵，因此原告于 2020 年 3 月向被告发送律师函，主张被告及选手未全面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存在违约行为，要求即时解

除合同，并主张返还未展示标识的赞助费及并支付违约金。后被告回函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协议。

裁判观点：1、《赞助及代言合同》系有偿商业推广合同，其推广形式及内容具有一定的复合性和特殊性，无法为我国

合同法列举有名合同所直接涵盖，因此，属于无名合同。2、尽管被告在推广内容执行方面存在瑕疵，但原告未按照合同约

定及时提出书面改正意见，且被告不存在解除合同的情形，因此原告无权主张解除合同。然而，在原告明确拒绝履行合同的

情况下，被告实际无法继续履行合同，案涉合同的履行陷入僵局。另外，被告在收到原告协商的邮件后没有积极采取补救措

施，只是机械地要求原告继续履行合同，有违诚信原则。在双方丧失信任且合同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案涉合同因非金钱债务

①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沪 0101 民初 13700 号

②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书（2021）苏 02 民终 440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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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履行不能而应予解除。最后，原告要求提前解除合同，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四）利用电竞赛事从事开设赌场犯罪案①

案情简介：2020 年 6 月，被告人刘某辉等人为获取非法利益，利用王者荣耀、英雄联盟等电竞比赛开出赔率，通过开

发“秒鲨”APP 手机软件，吸引赌徒充值人民币兑换成虚拟币，进行充值、投注电竞比赛，赌博赢取积分后，在第三方合

作商城内兑换黄金、物品并回购黄金提现。被告人刘某辉系广州公司负责人并管理该公司技术部，任项目总监带领技术团队

负责“秒鲨”APP 的开发、后期维护等工作。被告人王某浩担任项目主管，被告人占某其担任 PHP 组长，被告人马某良、

岑某伦、郭某伟、许某志等为技术人员。

裁判观点：被告人开设赌场罪成立。被告人刘某辉伙同他人，组织人员开发、营运网络赌博软件开设赌场，被告人王某

浩、占某其、马某良、岑某伦、郭某伟、许某志明知他人开设赌场而提供直接帮助，其行为均已构成开设赌场罪，公诉机关

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控罪名成立。

四、年度热点问题

（一）未成年人参与电子竞技的问题

2021 年，我国在立法及配套政策上加强了对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的限制。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1

修订）》从游戏账号身份认证、防沉迷、监管部门的监督义务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对未成年电竞选手的保护力度。2021 年 8

月 30 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也引发了

电竞行业的各种规则的变动。这些规定有望限制电子竞技行业低龄化的趋势，能够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电竞选手的法律利益。

然而，对未成年选手的权益保障问题以及如何同时保证电竞行业的健康发展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比如，电竞行业不具备

传统体育项目的运动员梯队建设且缺失配套的监管体系，从而导致未成年电竞选手的合法权益受损。

（二）电子竞技“假赌赛”问题

2021 年 4 月 22 日，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与其发展联赛 LDL 发布了关于联盟内假赌赛调查结果、判罚标准、处罚决

定及后续整顿措施。其中，共有 43 支俱乐部接受调查，且 SJG 俱乐部被整体取消参赛资格。

中国电竞行业在假赌赛的监管方面仍存在待改善的问题，行业还缺少协会处罚和相应的行政处罚等措施。我国可以借鉴

海外相关立法经验，如可通过民事法律、行政法律甚至刑事法律对电子竞技运动员、电子竞技俱乐部、赛事主办方及裁判人

员操纵比赛等从业主体的不法行为进行规制和制裁。

五、结语

电子竞技是体力、智力、协调性等综合素质相结合的一项体育运动，电子竞技的发展是人类竞技体育运动项目在互利网

技术高速发展大背景下的新兴体育产业未来发展方向的有力探索。电子竞技运动法律事务，既有传统竞技体育涉及的赛事规

则争议、赛事举办权、赛制赞助、电竞运动员转会等法律事务，也有电子游戏商业化竞技赛事许可使用、电子竞技游戏画面

转播许可、未成年电竞运动员培养与防范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沉溺之边界梳理等新兴法律研究课题。可预期的是，随着电竞体

育的进一步拓宽、深化，相关法律课题研究将可能进一步为体育产业的变革或升级提供新的思路和机遇。

①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2021）沪 0114 刑初 132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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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学校体育

（张恩利、张敏昊，西安体育学院）

一、年度回顾与概述

2021 年我国学校体育法治建设蓬勃发展。学校体育立法、司法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体系逐渐完善，法律的

可操作性得到保证。纵观全年，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全面依法推进，《体育法（修订草案）》明确了学校体育中各部门的职责，

具体细化了开展学校体育活动的有关规定，对体教融合新要求的落实做出立法保障。学校体育的发展方向进一步得到明确，

2021 年多项政策出台强调，学校体育要为竞技体育提供后备人才支撑，同时要保障学校体育活动开展好，持续提升全国学

生体质健康状况。学校体育活动得到司法保障，《民法典》的出台确立了自甘风险原则，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学校体育伤害事

故责任认定不清的问题，保证学校体育活动有序开展。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我国学校体育法治建设向着规范化、完善化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

二、法律法规、政策及规范性文件等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①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将原有的《侵权责任法》整合

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新增的第 1176 条自甘风险规定是对文体活动参与者一项重要的免责条款，第 1198 条至第 1201

条则对活动组织者安全保障义务进行明确。

《民法典》自甘风险原则的确立从法律层面肯定了体育运动固有风险的存在，对学校体育而言，减轻了学校在组织体育

活动时承担过重的安全保障责任，合理放宽了参与者的注意义务，进一步保障了学校体育正常有序的开展。

2、《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草案）》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是指导、规范和保障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基本法律。2021 年 10 月 19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体育法（修订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体育法》迎来第三次修改，其中关于学校体育的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以下

几方面：

（1）明确学校体育的总体要求。国家优先发展青少年体育；坚持体育与教育相融合，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相协调，促

进青少年全面发展；

（2）进一步明确教育部门、体育部门、学校等各部门的职责；

（3）提升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要将体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考试纳入中高考的考试范围；

①
参见：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06/75ba6483b8344591abd07917e1d25cc8.shtml

②
参见：

https://www.baidu.com/link?url=gM-wWjQNTgZSwHnJ56RTOWA6LrL0ozrkRtmSVeR0eJd66-TvSJ6yzauiUacNOixheSw-CjjKQZyU

fc_gW35b-hXBJ0qlEsW49LghwwndF_e5lAt_fYl3S_C4nlYIpn7Z&wd=&eqid=b357aedc001bfb3d0000000261cdacec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06/75ba6483b8344591abd07917e1d25cc8.shtml
https://www.baidu.com/link?url=gM-wWjQNTgZSwHnJ56RTOWA6LrL0ozrkRtmSVeR0eJd66-TvSJ6yzauiUacNOixheSw-CjjKQZyUfc_gW35b-hXBJ0qlEsW49LghwwndF_e5lAt_fYl3S_C4nlYIpn7Z&wd=&eqid=b357aedc001bfb3d0000000261cdacec
https://www.baidu.com/link?url=gM-wWjQNTgZSwHnJ56RTOWA6LrL0ozrkRtmSVeR0eJd66-TvSJ6yzauiUacNOixheSw-CjjKQZyUfc_gW35b-hXBJ0qlEsW49LghwwndF_e5lAt_fYl3S_C4nlYIpn7Z&wd=&eqid=b357aedc001bfb3d0000000261cdac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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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障学生参与体育的权利。不得占用体育课时，保障学生在校期间参加不少于 1 小时的体育锻炼，鼓励开展多样

式的学校体育活动等；

（5）保障体育教师的利益。体育老师享受与其他学科教师同等待遇；

（6）保障良好的体育教学环境。学校可以设立教练员岗位，优先聘用优秀教练员，保障学校体育场地不得被随意占用

或挪作他用等；

（7）完善学校体育活动的安全管理和风险防范。建立健全学生体育活动意外受伤保险机制，加强监督等；

（8）各级人民政府应支持体育运动学校的发展，对适龄学生依法实施义务教育，根据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制定的根据

教学训练大纲开展业余训练等。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①

2021 年 11 月 29 日，教育部发布公告，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体育

教师作为教师的一员，应履行教育法所规定的义务，享受教育法赋予的权利。本次修订提出，应进一步保障教师的待遇和提

高教师的学历要求。在保障教师待遇方面，《意见稿》明确了教师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为“教师工资不低于公务员”提

供了法律依据；教师初级职称和中级职称不受岗位比例限制，根据履行年限跟要求依照规定晋升；提高教师的住房保障等。

在提高教师的学历要求方面，将中小学教师资格的学历门槛提高到了本科及以上②。

4、《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③

2021 年 6 月 1 日，教育部部长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50 号，公布《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进一步保障了未成年人在校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规定》要求学校应当按规定科学合理安排学生在校作息时间，保

证学生有休息、参加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的机会和时间；应当完善管理制度，保障学生在课间、课后使用学校的体育运动场

地、设施开展体育锻炼；在周末和节假日期间，按规定向学生和周边未成年人免费或者优惠开放④。

（二）政策及规范性文件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⑤

2021 年 3 月 11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随后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

下简称《十四五规划》）。

《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深化体教融合，保障学校体育课和课外锻炼时间，以青少年为重点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和干预⑥。

《十四五规划》作为指导今后五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学校体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①
参见：http://www.gov.cn/hudong/2021-11/29/content_5654845.htm.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载中国政府网 2021 年 11 月 29 日

http://www.gov.cn/hudong/2021-11/29/content_5654845.htm.
③
参见：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202106/t20210601_534640.html.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50 号，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 2021

年 6 月 1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202106/t20210601_534640.html.
⑤
参见：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⑥
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载中国政府网 2021 年 3 月

13 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http://www.gov.cn/hudong/2021-11/29/content_5654845.htm
http://www.gov.cn/hudong/2021-11/29/content_5654845.htm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202106/t20210601_534640.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202106/t20210601_534640.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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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①

2021 年 10 月 25 日，国家体育总局对外公布了《“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指出当前我

国体育事业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继续完善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统筹推进“十四五时期”

各项体育事业协调发展，开启了全面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的新征程。

《规划》第 5 章对青少年体育发展做出专章部署，学校体育是青少年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学校体育相关内容主

要体现在青少年体育部分。具体而言，现阶段学校体育的主要任务是加强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体育健康发展。具体实施要

求包括加强青少年体育优秀人才培养，深化体校改革，完善青少年体育竞赛活动体系以及加强青少年体育骨干队伍建设。同

时在“竞技体育”部分指出要支持高校组建高水平运动队，在“体育科教信息及体育人才”部分中指出要推动高等体育院校

改革与发展②。

3、《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③

2021 年 5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针对学生作业和校外培训负担过重的问题，提出要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

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④。

4、《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⑤

教育部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指出多年来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取得明显成果，但在招生、考试、管理方面距离新时代

新要求仍有差距，存在个别学生文化成绩和体育竞技水平偏低，个别高校考试组织不规范、在校管理不严格，个别地方运动

员技术等级证书造假等问题。

《指导意见》为进一步深化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改革，强化规范管理，提出了优化招生项目范围、严格报考条件

和资格审核、改进考试评价方式、提高文化成绩要求、完善招生录取机制、加强入校培养管理、加大监督及违规查处力度七

项建议⑥。

5、《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⑦

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精神，确保

2030 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到规定要求，2021 年 4 月 19 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

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了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开齐开足体育与健康课、保证体育活动时间、提高体育教学质量、完善

体质健康管理评价考核体系、做好体质健康监测、健全责任机制、强化督导检查八项要求⑧。

①
参见：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0/26/content_5644891.htm.

②
国家体育总局网站：《“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体发〔2021〕2 号，载中国政府网 2021 年 10 月 8 日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0/26/content_5644891.htm.
③
参见：http://www.gov.cn/zhengce/2021-07/24/content_5627132.htm

④
新华社：《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载中国政府网 2021 年 7 月 24 日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7/24/content_5627132.htm
⑤
参见：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5/moe_776/s3108/202109/t20210923_566097.html
⑥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教学〔2021〕2 号，载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 2021 年 9 月 24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5/moe_776/s3108/202109/t20210923_566097.html
⑦
参见：http://www.moe.gov.cn/srcsite/A17/moe_943/moe_947/202104/t20210425_528082.html

⑧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教体艺厅函〔2021〕16 号，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网站 2021 年 4 月 21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7/moe_943/moe_947/202104/t20210425_528082.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0/26/content_5644891.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0/26/content_5644891.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7/24/content_5627132.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7/24/content_5627132.htm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5/moe_776/s3108/202109/t20210923_566097.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5/moe_776/s3108/202109/t20210923_566097.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7/moe_943/moe_947/202104/t20210425_528082.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7/moe_943/moe_947/202104/t20210425_528082.html


49

6、《四川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做好我省优秀运动队退役运动员担任学校体育教练员有关工作的通知》①

2021 年 4 月 12 日，四川省教育厅印发《四川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做好我省优秀运动队退役运动员担任学校体

育教练员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四川省优秀运动队退役运动员担任学校体育教练员的总体要求、适用范

围、岗位设置、岗位职责、聘用条件等有关工作做出了规定。

《通知》强调，设置学校体育总教练员和体育教练员；对符合条件的退役运动员，用人单位可采取直接考核的方式招聘，

招聘持有教师资格证的退役运动员可担任体育教师，学校应为未持有教师资格证的体育教练员配备指导老师，取得教师资格

证后可转为体育教师②。

《通知》进一步促进了体教融合，为退役运动员进校任教提供了政策依据，在全国率先提出设置学校体育总教练员和体

育教练员两个岗位，破除了退役运动员必须持教师资格证才能上岗的门槛，有效解决各级各类学校体育专业师资不足的问题，

为其他省份畅通退役运动员进校任教渠道提供了宝贵经验。

7、《〈体育与健康〉教学改革指导纲要（试行）》③

2021 年 6 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体育与健康〉教学改革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称为《纲要》）的通知，旨在贯彻

落实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化体育教学改革，指导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师科学、规范、高质量

地上好体育课。

《纲要》从总体要求、主要任务、组织保障、督导评价及工作要求五个方面对体育与健康教学进行部署，具体改革内容

如下：通过深化体育教学改革，转变教学观念；打造高质量体育课堂；根据各学段教学目标，合理选择多元化教学模式和多

样化组织方式；采用科学、操作性强的发展性评价指标体系；优化组织管理，建立健全保障机制；探索建立学生体育学习过

程管理长效机制，树立体育教学管理务实创新的新形象，全面促进体育教学改革④。

8、《营养与健康学校建设指南》⑤

教育部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于 2021 年 6 月份印发《营养与健康学校建设指南》，强调建设营养与健康学校，

要将科学运动纳入健康教育教学内容，做到体医融合、开齐体育课、每天阳光体育运动 1 小时、培养学生运动技能、建立

健全体育教师健康培训考核制度⑥。

三、热点问题

（一）国家体育总局探索退役运动员进校任教路径

在“双减”的背景下，学校课后服务需求急速增加，体育运动作为深受学生喜爱的项目之一，也是学生成长过程中必然

的生理需求，应当被列入学校课后服务范围内，但部分学校体育教师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学生的体育需求，例如教育部 2021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中提到，“有一个学校，2600 个孩子，只有 2 个体育老师，远远满足不了学生的需求。”人

①
参见：http://edu.sc.gov.cn/scedu/c100495/2021/4/12/678500e4644f44328e26e6ccf3792dc7.shtml

②
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做好我省优秀运动队退役运动员担任学校体育教练员有关工作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50 号，载四川省教育厅网站 2021 年 4 月 12 日

http://edu.sc.gov.cn/scedu/c100495/2021/4/12/678500e4644f44328e26e6ccf3792dc7.shtml
③
参见：http://www.moe.gov.cn/srcsite/A17/moe_938/s3273/202107/t20210721_545885.html

④
教育部办公厅：《〈体育与健康〉教学改革指导纲要（试行）》教体艺厅函〔2021〕28 号，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家育部网站 2021

年 6 月 30 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7/moe_938/s3273/202107/t20210721_545885.html.
⑤
参见：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9/202106/t20210624_539987.html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营养与健康学校建设指南》国卫办食品函〔2021〕316 号，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 2021

年 6 月 7日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9/202106/t20210624_539987.html

http://edu.sc.gov.cn/scedu/c100495/2021/4/12/678500e4644f44328e26e6ccf3792dc7.shtml
http://edu.sc.gov.cn/scedu/c100495/2021/4/12/678500e4644f44328e26e6ccf3792dc7.s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7/moe_938/s3273/202107/t20210721_545885.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7/moe_938/s3273/202107/t20210721_545885.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9/202106/t20210624_5399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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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协报刊也指出，中小学体育教师，尤其是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数量仍存在较大缺口。

退役运动员进校任教能够很好的解决学校体育专业师资不足的问题，但退役运动员未经过专业教育培训，虽然在运动技

术上有过硬的本领，但在育人的方式方法上有所欠缺，教师资格证成为阻拦退役运动员进校任教的最大障碍。同时，学校没

有足够的岗位收纳退役运动员也成问题。

目前，四川省已经在全国率先出台了退役运动员进校任教的相关政策，在学校设置教练员岗，采用先上岗后培训的方式，

对未持有教师资格证的运动员配备指导教师，为探索退役运动员进校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下一步，国家体育总局应加快

探索优秀的退役运动员到学校担任体育教师或教练员的具体实施方案，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展。

（二）学校体育课长期存在被占用的问题，未来有望通过立法解决

2021 年我国多部门出台政策，强调保障学校体育课和课外锻炼时间，但在实际落实中未能达到预期设想，教育部在“五

项管理”的实地督查中发现，体育课课时被挤占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特别是初三、高三毕业年级。

我国的学校教育长期以来存在着重视智育、忽视体育的不良现象，究其原因还是体育课不能与其他“主科”地位持平，

一直被当作“副科”看待，在巨大的升学压力面前，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总是希望时间都用在考试科目的学习上，忽视了

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上述现象有望通过立法得到解决，2021 年《体育法（修订草案）》中新增了体育考试纳入中高考考试范围、保证体育

课时不被占用以及在校不少于 1 小时体育锻炼等规定，对体育课时作了明确的界定。未来，体育考试在中高考中的占比将

会进一步加大；占用体育课将会成为违法行为，学校应重新审视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重视学生参与体育的机会，开齐

开足开好体育课。

（三）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报名条件提高，招生考试方式发生变化

根据 2021 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从 2024 年起，

我国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项目将在奥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项目范围内确定，报名条件为一级运动员及以上，考试方式采

取“文化考试+专业测试”，专业测试由“校考”变为“全国统考”，文化考试成绩则采用全国统一高考成绩，并提高分数要

求。

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报名条件和考试方式相比过去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原因是对高水平运动员培养方向的重新定位。

根据《意见》要求，未来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要培养的是全面发展且具有较高竞技水平的运动员，为奥运会、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等重大体育比赛和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提供人才支撑。此次高校高水平运动员人才培养方向的定位调整，

对运动员的文化和专业水平提出更高要求，改成通过全国统一的文化和专业考试方式挑选优秀体育人才。需要注意的是，目

前符合新政策报名条件的考生凤毛麟角，很可能会造成部分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生源不足问题，未来需要出台相关政策，进一

步完善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考试制度。

四、结语

岁末之际，回首 2021，我国学校体育法治化进程取得了重要进展，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绘就了学校体育事业的发展蓝

图，体教融合新要求得到积极落实，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法律责任得到了更合理的划分，学生参与体育的权利进一步得到了

保障，多项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表明我国学校体育法治建设已然步入快车道，我国学校体育法律体系在不断完善。未来随着

《体育法》修正案的颁布实施，我国学校体育事业将会迎来法治发展重大机遇，学校体育法律保障与时俱进，相关法律主体

权利义务将会得到进一步保障和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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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全民健身

（徐伟康，清华大学法学院）

一、年度回顾与概述

全民健身是实现“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先导和关键路径。全民健身的有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保障。2021 年，恰逢“两

个百年目标”交汇转换、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不断融合、基本公共服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要历史节点，全民健

身法治化不断推进。一是《民法典》正式实施，《民法典》对人的生命健康权设置的至上地位与体育的价值理念完全契合。

在明确各类体育场地设施的权属、安全保障义务和满足特殊人群体育健康需求方面，《民法典》将进一步发挥对全民健身活

动的促进与保障作用①。二是《体育法》（修订草案）公布，《体育法》（修订草案）将“社会体育”章改为“全民健身”章，

突出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地位，明确公民依法平等地享有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关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三是全民

健身相关政策、法规相继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广

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就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全民健身更高水平发展，更

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和健康需求作出部署，提出 5 年目标和 8 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强调“落

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各地、各相关单位也积极谋划，制定和实施本地区、本项目的全民健身规划、

计划，为“十四五”全民健身发展开好局、起好步。本章拟梳理 2021 年全民健身领域新出台的政策法规、判决以及热点事

件，并作简单的评述。

二、法律法规、政策及规范性文件等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②

2021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正式实施，将进一步发挥对全民健身活动的促

进和保障作用。一是《民法典》在第 260 条第 3 项明确规定，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包括“集体所有的教育、科学、文

化、卫生、体育等设施”，为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使用、收益和流转提供了产权保障。二是《民法典》引入自甘风险规

则，《民法典》第 1176 条第 1 款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

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有利于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有

序开展,保障全民健身活动参加者的行为自由③。三是《民法典》第 1198 条增列了体育场馆的安全保障义务，规定体育场馆

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以及各类群众性体育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这对各类全民健身活动管理者、组织者开展活动提出了规范化、制度化要求。

①
赵毅：《〈民法典〉与体育强国建设》，载《体育科学》2020 年第 6 期。

②
参见：

https://flk.npc.gov.cn/detail2.html?ZmY4MDgwODE3MjlkMWVmZTAxNzI5ZDUwYjVjNTAwYmY%3D.
③
赵峰,刘忠伟：《论体育活动中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载《法律适用》2021 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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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①

2021 年 10 月 1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1995

年颁布实施的体育法迎来第三次修改。《修订草案》将“社会体育”章修改为“全民健身”章，突出全民健身的重要基础性

保障作用。在总则部分增加“推动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的立法目的，明确“以全民健身为基础”的体育工作方针；突

出权利导向，明确规定公民依法平等地享有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在具体内容上，增加“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条款；明确各

级政府、各类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责，增加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等具体措施；规定促进全

民健身的保障手段，并对老年人、残疾人等重点人群给予特殊保障；与时俱进地对文字进行修改调整，使得条文更加贴近现

实。

3、《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②

2021 年 12 月 24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噪

声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对体育场所经营管理者、公共场所管理者、健身活动减轻噪声污染提出要求，第 61

条规定“文化娱乐、体育、餐饮等场所的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第 64 条规定“在街道、

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应当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采取

有效措施，防止噪声污染；不得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公共场所管理者应当合理规定娱乐、健身等活动的区

域、时段、音量，可以采取设置噪声自动监测和显示设施等措施加强管理”。

（二）政策及规范性文件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③

2021 年 3 月 12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主要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引导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是

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纲要》指出要“广泛开展全

民健身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推动健康关口前移，深化体教融合、体卫融合、体旅融合。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

社会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和学校场馆开放共享，提高健身步道等便民健身场所覆盖面，因地制宜发展体育公园，支持在不妨碍

防洪安全前提下利用河滩地等建设公共体育设施。保障学校体育课和课外锻炼时间，以青少年为重点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和干

预。坚持文化教育和专业训练并重，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提升重点项目竞技水平，巩固传统项目优势，探索中国特

色足球篮球排球发展路径，持续推进冰雪运动发展，发展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职业体育赛事。扩大体育消费，发展健身休闲、

户外运动等体育产业。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及杭州亚运会等”。

2、《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国发〔2021〕11 号)④

2021 年 8 月 03 日，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以下简称“《计划》”）。《计划》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突出了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注重城乡、不同区域和人群的全民健身工作协调发展，

强化开放融合发展等理念，推动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计划》从总体要求、主要任务、保障措施三部分十四个方面，提出

了八项主要内容：一是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二是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三是提升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水平；四

是激发体育社会组织活力；五是促进重点人群健身工作开展；六是推动体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七是推进全民健身融合发展；

①
参见：http://www.npc.gov.cn/flcaw/userIndex.html?lid=ff8081817ca2554e017ca5ffc5be0832.

②
参见：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12/528c29567316465894e6bf6040c33a8c.shtml.

③
参见：http://www.whwips.com/upfile/202103/2021031444338569.pdf.

④
参见：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8/03/content_56292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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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是营造全民健身社会氛围①。

3、《“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体发〔2021〕2 号）②

2021 年 10 月 26 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由 15 个部分组

成，分三大板块，对“十四五”体育改革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在全民健身方面，围绕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规划》从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推进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水平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任务措施，

特别是创新性地提出“五大工程”，使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接地气，抓住了解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

不充分与不平衡问题的“牛鼻子”。围绕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规划》从完善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

协同联动机制，细化落实专项行动计划；建立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开展运动健康促进中心试点工作；加强人才培养，建立

体卫融合重点实验室，完善运动处方库；开展老年人非医疗健康干预等方面提出任务要求。围绕全民健身智慧化，《规划》

从推进“互联网+健身”“物联网+健身”；创建数字化全民健身服务平台；推动建立国家、省（区、市）、市三级互联互通的

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试点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码”等方面提出任务举措③。

4、《关于推动生活性服务业补短板上水平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若干意见》（国办函〔2021〕103 号）④

2021 年 11 月 02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动生活性服务业补短板上水平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若干

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为推动生活性服务业补短板、上水平，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通知》要求“强化服务设施建设运营保障。各地补建社区“一老一小”、公共卫生、全民健身等服务设

施，可依法依规适当放宽用地和容积率限制......推广政府无偿或低价提供场地设施、市场主体微利运营模式，降低普惠性生

活服务成本”

5、《关于推进体育公园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社会〔2021〕1497 号）⑤

2021 年 10 月 29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体育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体育公园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意见》指出推进体育公园建设，对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推进体育

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全国新建或改扩建 1000 个左右体育公园，逐步形成覆盖面广、类型多

样、特色鲜明、普惠性强的体育公园体系。《意见》要求推动体育公园绿色空间与健身设施有机融合、加强体育公园科学规

划布局、创新体育公园建设方式、优化体育公园运营模式、完善配套政策体系等。

6、《关于加强体育赛场行为规范管理的若干意见》⑥

2021 年 05 月 17 日，体育总局、公安部发布《关于加强体育赛场行为规范管理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共三部分。第一部分确立了“谁主管、谁监管”“谁办赛、谁负责”的体育赛场行为管理基本原则。第二部分明确

了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包括主办方、承办方和协办方）、体育赛事活动参与人员（包括参加体育赛事活动的运动员、教练

员、裁判员、运动队辅助人员、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工作人员）、观众等各方的义务，严禁体育赛事活动参与人员有严重违

反体育运动精神的非正常技术动作或赛场暴力行为等，严禁观众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或以任何形式干扰比赛秩序等具体规范。

①
林剑：《〈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谋篇布局推动新发展》，载微信公众号《中国体育报》2021 年 12 月 22 日，

https://mp.weixin.qq.com/s/NDMHCOSxT-9_XpdIuDbWCw.
②
参见：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0/26/content_5644891.htm.

③
卢文云：《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全民健身内容解读》，载微信公众号

“中国体育报”2021 年 10 月 31 日，https://mp.weixin.qq.com/s/RbZRXEYnUnC6jgU6QC1QcQ.
④
参见：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11/02/content_5648192.htm.

⑤
参见：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0/30/content_5647758.htm.

⑥
参见：https://www.sport.gov.cn/n315/n20001395/c20997620/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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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公安机关、体育协会、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对体育赛事活动的管理权限进行了

划分，规定了体育协会的行业处罚、体育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和公安机关的处罚等措施①。

7、《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赛事活动安全监管服务的意见》(体规字〔2021〕3 号)②

2021 年 6 月 25 日，体育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赛事活动安全监管服务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监管与服务相

结合的基本原则。《意见》要求夯实监管责任、完善监管标准、加大监管力度、强化安全保障、严肃追责问责。《意见》的出

台将有助于建立体育赛事活动安全监管工作机制，排查体育领域重大风险、隐患和漏洞，提升体育领域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和

水平，提高体育领域安全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能③。

8、《关于做好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工作的通知》④

2021 年 10 月 11 日，体育总局办公厅出台《关于做好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要求提高站位，增强做好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行业监管，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

展，加强行业服务，支持引导行业主体健康发展，加强安全管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加强宣传引导，树立正确行业理念，

加强组织领导，健全监管服务工作机制。

9、《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⑤

2021 年 12 月 14 日，体育总局印发《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以下简称“《规范”》）的通知。《规范》明确课外体育

培训是指以传授和提升某种体育技能为目的，面向 7 至 18 岁儿童青少年开展的课外体育指导、培养和训练活动。课外体育

培训主体包括：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育培训机构、体育运动学校、学校体育社团等。《规范》从总体要求、场地设施要求、

课程要求、从业人员要求、内部管理要求、安全要求、附则七个方面为体育培训机构的标准化运营、服务环节提供了具体的

指导意义⑥。

三、典型案例

（一）宋邦祯与周君身体权纠纷案（自甘冒险第一案）

案例背景：原告宋邦祯（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周君（以下简称被告）均为羽毛球业余爱好者，自 2015 年起自发参加

羽毛球比赛。2020 年 4 月 28 日上午 9 时许，原告与被告在北京红领巾公园进行羽毛球 3 对 3 比赛，原告与被告异队，面

对面站立。比赛中，原告被被告击打的羽毛球击中右眼，致使右眼受伤，接近失明。后原告将被告诉至法院，请求赔偿医疗

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

裁判观点：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⑦认为，不同于一般的生活领域，竞技体育运动的目的即为争胜，运动员力

求在比赛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给对方制造不便或障碍，故而此类运动具有对抗性、人身危险性的特点，参与者均处于潜

①
《牢守体育赛事活动风险底线——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负责人解读〈体育总局 公安部关于加强体育赛场行为规范管理的

若干意见〉》，载《中国体育报》2021 年 5 月 17 日，第 01 版。
②
参见：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7/06/content_5622726.htm.

③
《加强赛事监管 统筹发展安全——体育总局等十一部门联手出击》，载《中国体育报》2021 年 7 月 5 日，第 01 版。

④
参见：https://www.sport.gov.cn/n315/n20001395/c23605271/content.html.

⑤
参见：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2/20/content_5662058.htm.

⑥
《<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印发》，载《中国体育报》2021 年 12 月 21 日，第 01 版。

⑦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2020)京 0105 民初 67259 号。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2/20/content_56620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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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险中，既是危险的潜在制造者，也是危险的潜在承担者。本案所涉及的羽毛球运动系典型的对抗性体育竞赛，除扭伤、

拉伤等常规风险外，更为突出的风险即在于羽毛球自身体积小、密度大、移动速度快，运动员未及时作出判断即会被击中。

原告作为多年参与羽毛球运动的爱好者，对于自身和其他参赛者的能力以及此项运动的危险和可能造成的损害，应当有所认

知和预见，而原告仍自愿参加比赛，将自身置于潜在危险之中，应认定为自甘冒险的行为。在此情况下，只有被告对原告受

伤的损害后果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才需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否则无需担责。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①同

样认为，本案中，原告作为多年参与羽毛球运动的爱好者，自愿参加比赛，将自身置于潜在危险之中，应认定为自甘冒险的

行为。被告并不存在明显违反比赛规则的情形，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行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符合

自甘风险原则并无不当。

案例评述：本案被称为自甘冒险第一案。随着全民健身、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群众体育火热开展，类似在羽毛球、

篮球、足球等运动中伤害纠纷时常发生。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对于类似情形，法院在适用自甘风险认定其他参加者不承担

侵权责任后，又经常适用“公平责任”判决其他参加者给予参加者一定的补偿，例如，在“叶某、深圳市龙岗区弘文学校与

林某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行为人叶某对受害人林某造成损害的行为不构成侵权，但是“林某确

实因参加该篮球活动产生损害，叶某作为造成该损害的行为人，虽然没有过错，但对林某的损失，应根据公平责任予以分担”
②。“公平责任”的适用虽然可以弥补受害人遭受的部分损失，但却给其他参加者带来过重的负担，其是否符合人们一般的

公平正义观念以及法政策的要求，存有疑问③，同时也不利于正常体育活动的开展。自甘风险条款的确立及其适用，避免了

全民健身活动中“被侵权人”受伤就有理，“侵权人”有理说不清的尴尬，对全民健身起到松绑作用，有利于全民健身活动

健康、安全、和谐、有序地开展④。

（二）广东一女孩玩蹦床致伤残经营方拒赔案

案例背景：2019 年 8 月 14 日，12 岁女孩丽丽在家长的陪同下，来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某室内蹦床公园游玩。在活

动过程中，丽丽在蹦床原地连续用力蹦跳 5 次后腾空前空翻失败，背部接触蹦床后反弹，左膝盖撞击左眼受伤。经住院治

疗后鉴定，丽丽左眼视物出现重影且上转受限，构成十级伤残。丽丽监护人将经营方告上法庭，要求其赔偿医疗费、残疾赔

偿金等各项损失 15 万余元⑤。

裁判观点：法院经审理认为，从现有法庭调查和法官实地勘验的情况来看，经营方已在相当程度上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但从视频监控画面来看，原告在受伤前半分钟时，隔壁蹦床位置有两名年纪相仿人员在做前空翻动作，其中一人还穿着学生

校服，但监控画面里并没有看到有工作人员巡视，也没有人上前制止。原告作为仅有 12 岁的孩子，在从众心理的促使下，

极易作出模仿他人动作的不当行为，而被告作为一家具有一定安全风险性娱乐活动场所的经营者，除了应做好安全守则明确

告知参与人员注意防范风险意外，还应当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在蹦床区域巡逻监管，负责落实安全须知内容中的规定。据此，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应对事件发生的损害后果承担次要责任⑥。

案件评析：该案后，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向市场监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这也是广东法院在《民法典》实施后

发出的首份司法建议书），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加大安全教育、警示和管理工作力度，引导各方特别是经营者切实履行好安全

①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 03 民终 5483 号。

②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 2445 号。

③
曹权之：《民法典“自甘风险”条文研究》，载《东方法学》2021 年 04 期。

④
《“自甘冒险”条款护航，如何保证健身活动安全有序？〈民法典〉北京首案释放信号》，载微信公众号“中国体育报”2021

年 01 月 24日，https://mp.weixin.qq.com/s/o6MePiMVIFHDAc5PhqHdGg.
⑤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法院发出民法典实施后首份司法建议，载微信公众号“最高人民法院”2021 年 01 月 19 日，

https://mp.weixin.qq.com/s/g6JRYtZjWPxQIj-DuRNzZA.
⑥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法院发出民法典实施后首份司法建议，载微信公众号“最高人民法院”2021 年 01 月 19 日，

https://mp.weixin.qq.com/s/g6JRYtZjWPxQIj-DuRNz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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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和管理的义务。正如该案法官香洲法院家事少年审判庭庭长代敏所述，此案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部分消费者和经营者在

“自甘风险”方面存在认识和理解上的误区。“自甘风险”条款不是对谁都免责，更不能成为场馆经营者、活动组织者逃避

法律责任的理由，在体育赛事活动日益丰富的今天，如何优化活动设计，用科学负责的态度进行全面的安全保障是体育行业

的当然义务。作为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应当尽己所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最好采取书面形式将活动特点、隐含风险、可能的

损害结果等事宜告知活动参与者，同时落实安全监管义务，建议根据活动特性组织参加者购买保险等添加活动保障①。

四、热点问题

（一）《体育法》修订，强化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背景：2021 年 10 月 1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体育法迎来第三次修改。《修订草案》增加“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条款，规定国家实施全民健身

战略，构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鼓励和支持公民参加健身活动，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修订草案》还明

确了各级政府、各类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责。

评述：全民健身作为国家战略，对提升国民体质，促进全民健康战略实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全民健身战略的实现

离不开有力的法治保障。此次修法突出了全民健身的重要地位，明确国家坚持以全民健身为基础，强调解决“不均衡”“不

充分”的问题，并将体育工作的落脚点放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修订草案》第五条增加公民平等参与体育活动

的权利有关内容，从立法上对公民体育权利予以确认，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内核，也拓展和细化了我国宪法对公

民体育权利的原则性规定②。《修订草案》把第二章“社会体育”更名为“全民健身”，新增诸多政府职责具体内容，包括明

确政府制定和实施体育锻炼标准，定期开展公民体质监测和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开展科学健身指导，建立全民健身工作

协调机制，规定对全民健身计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的制度等，有利于促进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有效落地。同时《修订草案》

还明确规定了作为最直接联系人民群众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其他社区组织肩负着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的职责。相关修改将带来社区、村庄健身以及各类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不仅极大丰富人们的文化体育生活，还会拉近邻里

之间的距离③。

（二）自甘风险入法，划清体育参与责任

背景：虽然早在 2002 年制定民法草案的过程中，法学界就已经认识到规定自甘风险的必要性。当时两部具有重要影响

的学者建议稿，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梁慧星研究员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都对自甘风险有所关注④。但是，2009 年颁布的侵权责

任法未将自甘风险规定为一项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面对各类体育伤害事故，如何裁判成

为一个争议的难题。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编纂及时关注到了是否应当规定自甘风险的问题。民法典第 1176 条第 1 款规定：

“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

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为自甘风险的适用提供了全新的规范依据。

评述：《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引入自甘风险规则,有利于促进体育活动的有序开展,保障体育活动参加者的行为自由。然而,

①
《厘清“自甘风险”误区 珠海香洲区法院：经营者应切实履行安全保障和管理义务》，载微信公众号“中国体育报”2021

年 1 月 27 日，https://mp.weixin.qq.com/s/vLIcFXcc4MXLI1S5pEKqeA.
②
王萍、张钰钗：《体育法修订，将给未来生活带来哪些变化？》，载《中国人大》2021 年第 22 期。

③
王萍、张钰钗：《体育法修订，将给未来生活带来哪些变化？》，载《中国人大》2021 年第 22 期。

④
曹权之：《民法典“自甘风险”条文研究》，载《东方法学》2021 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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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体育自甘风险运用的活动项目、适用机理、规则界限均存在不确定性①。自甘风险作为一项侵权

法中独立的抗辩事由，身处受害人同意、与有过失和加害人无过错的“三面夹击”之中。在理解与适用自甘风险时，很容易

将其与前述三种加害人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相混淆。同时，自甘风险作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规定的抗辩事由，其

适用有着诸多限制条件。但是，自甘风险并非侵权责任法中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规则，更非私法的一般规则。因此，法院

在使用“自甘风险”一词时如果忽视其本身具有的特定含义，不仅不能起到锦上添花之效果，反而有画蛇添足之嫌疑②。基

于此，在教义学上还应当厘清民法典第 1176 条的规范构造，以实现自甘风险定分止争的治理功能，促进全民健身活动蓬勃

发展。

（三）《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发布，推动全民健身新发展

背景：2021 年 7 月 18 日，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从总体要求、主要任务、保障措施三部

分十四个方面，提出了八项主要内容：一是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二是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三是提升科学健

身指导服务水平；四是激发体育社会组织活力；五是促进重点人群健身工作开展；六是推动体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七是推

进全民健身融合发展；八是营造全民健身社会氛围。

评述：全民健身计划是全民健身工作的总指引，《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贯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全民健身新发展格局。一是突出了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注重城乡、不同区域和人群的全民健身工作协调发

展，强化开放融合发展等理念，推动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二是坚持问题导向，补短板、强弱项。就群众“健身去哪儿”“如

何科学健身”两大短板，提出了加强健身设施建设和科学健身指导的政策举措。三是突出综合治理，系统推进。围绕构建更

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这一核心任务，从健身设施建设、赛事活动开展、体育组织培育、科学健身指导等工作及其

配套政策举措等方面谋篇布局，形成部门协同、整体推进的工作合力③。

(四)健身卡“7 天冷静期”引争议

背景：2021 年 3 月，《北京市休闲健身行业预付费服务交易合同》公开征求意见，其中特别提出设立“7 天冷静期”，

“冷静期”内未开卡使用，消费者有权无条件解除合同，商家要于 1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返还全部预付费用。

评述：近年来，在年轻人群中普遍存在“一时兴起”的健身现象，在身边人的鼓励下或者在健身营销的刺激下，兴致勃

勃的办理了健身卡，但是一段时间的新鲜感过后，工作的忙碌和生活的疲惫逐渐使得健身卡成了摆设，“7 天冷静期”一定

程度上可以使得消费者理性消费，考虑清楚自己是否需要健身，是否会坚持健身。但是正如有媒体调查的受访者所言，“7

天冷静期”的规定并不实用，“7 天正是‘干柴烈火’的时候，完全不能‘冷静’。”同时，对于健身房的经营者来说，即便

是 7 天的“冷静期”也面临着可能发生的大面积退款，对依赖现金流的健身房经营产生影响④。

五、结语

全民健身是增强人民体魄、追求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实现国民主动健康的核心力量。2021 年度，全民健身法治

工作始终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既承上启下巩固提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的全民健身发展成果，又深入落实为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夯实健康基础的新要求。展望未来，全民健身法治需要进一步将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体育权益、满足人民群众

①
赵峰,刘忠伟：《论体育活动中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载《法律适用》2021 第 11 期。

②
曹权之：《民法典“自甘风险”条文研究》，载《东方法学》2021 年第 4期。

③
林剑:《〈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谋篇布局推动新发展》，载微信公众号“中国体育报”2021 年 12 月 22 日，

https://mp.weixin.qq.com/s/NDMHCOSxT-9_XpdIuDbWCw.
④

《 “ 预 付 费 ” 屡 遭 质 疑 ， 北 京 设 健 身 卡 “ 7 天 冷 静 期 ” 》 ， 载 环 球 网 ，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5748809676848718&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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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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者简介

①
郑家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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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育科学》2021年第 7

期。

徐伟康

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在《体育科学》等 CSSCI 期刊发表体育法

相关论文数 1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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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篮球

（王桢，深圳大学；董赛，北京华城律师事务所）

一、年度回顾与概述

2021 年，中国篮球总体平稳发展。一方面，2020～2021 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 联赛）迎来了 CBA 联赛

历史上第 26 个赛季，同时也是 CBA 联盟推动 CBA 2.0 升级计划后的第二个赛季，该赛季于 2020 年 10 月 17 日开赛，5

月 1 日结束。2021～2022 赛季于 2021 年 10 月 16 日正式开赛，这两个赛季因疫情原因均采取赛会制形式举办。另一方

面，原定于 2021 年举办的国际篮联亚洲杯在结束预选赛后因疫情原因推迟至 2022 年 7 月举办，中国队在预赛中提前一轮

晋级正赛。

2021 年，中国篮球最引人瞩目的事件当属知名运动员周琦与新疆俱乐部聘用合同纠纷，该纠纷最终致使周琦宣布退出

2021～2022 赛季的 CBA 联赛并出走澳大利亚。

奥运会过后，三人篮球在国内的关注度也越发提升。9 月 20 日，第十四届全运会三人篮球 U19 组比赛在西安落幕。来

自全国的 16 支青年球队在经历三个赛段的竞争后，内线优势明显的湖北队拿下男子组冠军，山东队以九连胜的佳绩收获女

子组金牌。

国际篮联公布了 2021 年的 FIBA 年度之星，中国男篮球员赵睿入选。

二、法律法规、政策及规范性文件等

1、中国篮球协会关于印发《中国篮球协会反兴奋剂管理办法》的通知

2021 年 12 月 6 日，中国篮球协会关于印发《中国篮球协会反兴奋剂管理办法》的通知。除程序性事项外，该通知还

对反兴奋剂的违规和处罚做了规定：经中国篮协委托检查或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检查发生兴奋剂违规事件的个人和主

体单位，依照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规则》、国际篮联反兴奋剂规则有关规定，对运动员及其辅助人员作出取消比赛成绩

和参赛资格、停赛、禁赛、罚款等处罚；对直接责任人、运动员管理单位作出警告、停赛、取消参赛资格、罚款等处罚。情

节严重的，还应当督促主体单位追究运动员管理单位责任人和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的行政责任。除此之外，还须依照中国篮

协反兴奋剂相关管理制度、国家队相关管理规定、赛事反兴奋剂相关管理制度，追加处罚。

2、CBA 联盟公布《2021-2022 赛季 CBA 联赛球员选秀、工资帽、聘用及交易管理规定》

2021 年 8 月 2 日，CBA 联盟公布《2021-2022 赛季 CBA 联赛球员选秀、工资帽、聘用及交易管理规定》，该规定重

新对各俱乐部的薪酬限额予以下调：与上赛季相比，单支俱乐部的国内球员“工资帽”上限不变，仍为 4400 万元，但下限

由 2000 万元调整为 1600 万元；单支俱乐部外援支出上限由 700 万美元降至 500 万美元；国内球员顶薪上限由 800 万元

调整至 600 万元。此外，CBA 联盟同时明确诸多新赛季球员注册问题，包括 2021～2022 各俱乐部注册人数不得少于 16

人，不得多于 20 人，且“预注册”球员计入注册名额，租借球员占用租入俱乐部注册名额、不占用租出俱乐部注册名额；

国内球员首次注册须在注册期内完成、2004 年 5 月 31 日及以后出生的国内球员不得注册，且“注册时未满 18 周岁的国

内球员须在满 18 周岁（公历生日次日及以后）后方可获得 CBA 联赛上场资格（国家队队员不受此限制）；各俱乐部可在

注册期及交易窗口期内，以累计注册的方式对国内球员进行注册等细则。

https://www.cba.net.cn/fxfjgfxx/2894.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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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典型案例

（一）周琦与新疆俱乐部聘用合同纠纷案

1、案例背景：

周琦此前曾加盟 NBA，在 2019 年回国后因未进行预注册，故无法出战 CBA 比赛。在 2020 年 4 月份，CBA 公司依据

规定（当一名球员在 CBA 合同没有履行完毕的情况下选择去海外效力，CBA 母队享有他回归时的签约权或者合同匹配权），

裁定新疆队保留对周琦的两年优先续约权。周琦因此不得不回归新疆。本赛季周琦与新疆队产生争议，虽具体原因不详，但

当双方需要重签合同之时矛盾产生。新疆队认为，其理应继续享有周琦的 D 类合同的独家签约权。但周琦认为，根据 5 月

份 CBA 新规提到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原则，周琦应在今夏获得自由身。双方矛盾激化，时至 2021 年 8 月底，

周琦仍然没有签约任何一家俱乐部，此前周琦甚至向 CBA 公司举报了新疆队工资帽违规，申诉被 CBA 公司驳回后，周琦的

经纪人团队又向中国篮协发起了申诉。在经历了 CBA 联赛纪律与争议解决委员会合议庭仲裁、中国篮协等多级别多层次争

议解决与仲裁后，周琦最终以失败告终。随后，他宣布退出新赛季 CBA 并出走澳大利亚签约 NBL。

2、争议焦点

（1）周琦是否有权单方与新疆广汇俱乐部解除合同；

（2）新疆广汇俱乐部是否存在参赛单位主体混同、违反工资帽规定的问题；

（3）球队独家签约权是否限制了球员的转会权利。

3、裁判观点

据新华社发文报道称，CBA 联盟 5 家股东代表组成的合议庭驳回了周琦的所有诉求。

据 CBA 联盟纪律与争议解决委员会相关人士介绍，周琦就其与新疆广汇俱乐部之间的合同争议向 CBA 联盟纪律与争议

解决委员会提起调解申请，委员会在按照流程完成听证和全部程序后，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已经就其权限范围内的事项作

出调解意见。合议庭基于所查明事实和各方陈述，认为新疆广汇俱乐部不存在足以构成球员有权单方面解约的违约或违规行

为，因此未予支持周琦的调解请求。同时，合议庭认为，对于周琦举报的新疆广汇俱乐部存在参赛单位主体混同、违反工资

帽规定的问题，应当由中篮联公司依据《2020-2021 赛季 CBA 联赛球员注册、报名管理规定》进行调查并作出决定。所有

程序均按照 CBA 联盟的相关规定进行，调解意见已于 2021 年 8 月 5 日送达各方。

对于周琦举报新疆广汇俱乐部存在参赛单位主体混同，违反工资帽规定的问题，应该由中篮联公司根据《2020-2021

赛季 CBA 联赛球员注册、报名管理规定》进行调查且做出最终决定。同时，中国篮协已收到周琦就与新疆广汇俱乐部有限

公司球员合同争议提交的仲裁申请书，并且已经开始调查与了解相关情况。

4、案例评述

“卖身契”条款是篮球界的业界规则，而球员有权自主选择择业地是国家法律，当一名球员在 CBA 合同没有履行完毕

的情况下选择去海外效力时，CBA 母队享有他回归时的签约权或者合同匹配权，这是周琦条款的核心内容。具体又分为两

种情况，如果他在海外效力的时间没有超过 CBA 原俱乐部合同的剩余年限时间，那么当他回到 CBA 时需要和原俱乐部重新

签约，履行完剩余年限的合同；如果他在海外效力的时间超过了 CBA 原俱乐部合同的剩余年限时间，那么原俱乐部将拥有

合同匹配权，这意味着即便其他俱乐部给出了薪资更高的合同，只要原俱乐部进行匹配，就可以拥有优先签约权，这种情况

下球员即便去不了其他球队，但可以在市场询价中获得一份和自己身价匹配的合同。



62

（二）郭艾伦等球员就装备违规被处罚案件向 CBA 联盟和中国篮协申诉

1、案例背景

2020 年 11 月，针对 2019～20 赛季的多次装备违规行为，CBA 开出重磅罚单。其中郭艾伦被罚 115 万，林书豪被罚

55 万，白昊天、邹雨宸、赵睿、胡明轩、徐杰、王薪凯和买尔丹各 50 万。2021 年 7 月份，CBA 召开听证会，把郭艾伦的

115 万罚款减到了 65 万，其他球员的 50 万调整为 15 万。在听证会上，CBA 称调整后的罚款金额是最终决定，各球员和

教练必须在 2021-22 赛季开始前缴纳，否则就被停赛，一直到缴纳罚款为止。

2、争议焦点

（1）CBA 公司和俱乐部是否尽到了宣教、提醒、警告的义务，球员第一次违规时管理部门未予以提醒，后续罚款是否

具有正当性；

（2）CBA 公司处罚金额是否合理？为何出现后续减免罚款数额不均的情况？

3、裁判观点

目前申诉结果暂未公布。

4、案例评述

按照 CBA 的规定，球员在 CBA 的赛场上没有穿指定的运动装备确实属于违规行为。但是 CBA 的官方并没有和 CBA 的

球员进行直接沟通，亦即缺少本案争议焦点中所提的宣教、提醒及警告义务，并且在球员第一次违规时未予以及时提醒，使

得后续的罚款行为的程序合法性遭受质疑。

四、热点问题

（一）纪律处罚引争议

2021 年，中国篮球协会纪律与道德委员会颁布了诸多纪律处罚，既有对球员的，如 2021 年 4 月 6 日对运动员约瑟夫

杨作出处罚，也有针对裁判员的，如 2021 年 11 月 4 日，撤销魏国梁、叶楠篮球裁判员资格，也有对球队的，如 2021 年

5 月 11 日，对长春市第二中学女篮作出处罚。同时，在 CBA 联赛层面，2021 年 11 月 13 日，CBA 联盟对新疆广汇俱乐

部主教练阿的江作出处罚，2021 年 11 月 1 日，CBA 联盟对主教练郭士强作出处罚，2021 年 10 月 31 日,CBA 对广东宏远

俱乐部球员赵睿作出处罚，频繁的处罚也引起了对中国篮球协会和 CBA 联盟的质疑。

（二）CBA 赛事被列为 2021 年度第五批重点作品版权保护预警

2021年4月22日，国家版权局公布2021年度第五批重点作品版权保护预警名单公布，2020-2021赛季CBA联赛、全明星周末及

其他相关赛事节目在列①。

作者简介

①
参见：http://www.ncac.gov.cn/chinacopyright/contents/12547/354054.shtml.

http://www.ncac.gov.cn/chinacopyright/contents/12547/3540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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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赛

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新闻学法学双学士，擅长处

理体育领域各类纠纷。

王桢

深圳大学副研究员，法学博士，研究特长为体育法学。本科毕业于山东

科技大学，获得管理学和法学双学位；硕士、博士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

研究方向为刑法学、体育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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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足球（国内）

（刘万勇，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

一、年度回顾与概述

今年，足球赛事仍然是国内影响力最为深远的体育项目，因具备持续发展性和吸引公众眼球的能力，其在体育类社交媒

体中一直保持热度、相关视频的播放量持续领先。在“双减”等政策助推下，中国足球教育培训发展势头强劲，在足球普及、

人才补充、校园联赛、选拔体系等维度取得一定成效。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足球事业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这一年，大赛征程跌宕起伏，国家队面对大赛考验征

途曲折。在经历了赛制调整、改组和教练更迭，国足备战面临史无前例的困难。对于职业联赛而言，今年见证了金元足球泡

沫的破碎，中超卫冕冠军江苏苏宁宣布解散，俱乐部频繁曝出欠薪等问题，高价归化球员也纷纷解约返回巴西。青训发展道

阻且长，如何走出困局，仍然任重而道远。

二、法律法规、政策及规范性文件等

（一）《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2021）》①

2021 年 3 月 16 日，中国足协公布 2021 年度《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共 5 个章节、115 条纪律细节，延续“从严

管理”思路，为球场不文明行为划清底线。在过去一段时间，球场暴力、侮辱对手、质疑裁判等违规违纪行为不断侵蚀中国

足球的形象，乃至动摇这项运动健康发展的根基。2021 年度《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的出台，重拳打击违规行为，明确

“向比赛官员吐口水，至少停赛十二个月，罚款至少二十万元”、“对对手实施暴力停赛三场起步”等违纪行为的惩处措施，

可谓“严”字当头，给未来球场不文明行为戴上“紧箍”。

（二）《足球竞赛规则 2021-2022 变更及说明》②

国际足球理事会于 2021 年 6 月发布《足球竞赛规则 2021-2022 变更及说明》，对原足球竞赛规则、裁判尺度、视频

助理裁判操作及实践等多个章节的修订进行说明，这些新规则将在新赛季的中国联赛当中执行。《足球竞赛规则 2021-2022》

指出，2019 年对足球竞赛规则的修订并非是对手球规则的颠覆性改变，而是希望使规则更加清晰，并且将已向裁判员给出

过的指导性原则整合其中。2019 年修订后的规则在执行的过程中经常出现不统一的情况，导致出现了公众对规则的明确性

和公平性的质疑和批评。例如裁判员和视频助理裁判员在执行手球规则时有时过于严苛，特别是在“使身体不自然扩大”以

及手/臂部处于肩部以上的情形，而这些情况本身也容易造成混淆。新发布的规则对上述情况作出了特别说明。

（三）《国际足联五人制足球竞赛规则（2020-2021）》③

国际足联在《五人制足球竞赛（2014-2015）》版本的基础之上，修订并发布了《五人制足球竞赛规则（2020-2021）》

版本。五人制足球与 11 人制足球一样有自己的世界杯和洲际杯，而且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中国足球协会已经充分认

①
参见：https://www.thecfa.cn/jlzz/20210316/29385.html.

②
参见：https://www.thecfa.cn/jsgcqt/20210628/29641.html.

③
参见：https://www.thecfa.cn/wrz/20210407/29445.html.

https://www.thecfa.cn/jlzz/20210316/29385.html
https://www.thecfa.cn/jsgcqt/20210628/296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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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其巨大市场潜力并设法在全国推进，2003 年下半年，中国足球协会正式推出五人制足球职业联赛，并成立了全国室内

五人制足球专项委员会。

《五人制足球竞赛规则（2020-2021）》是室内五人制足球规则颁布 6 年后的首次修改，因此受到了很多关注。新规则

对原有内容进行了部分调整，并新增了一定内容，以进一步提高五人制足球比赛的净打时间、公平性和吸引力。

（四）《关于进一步推进各级职业联赛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变更工作的通知》①

2021 年 1 月 15 日，中国足协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各级职业联赛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变更工作的通知》，要求此前未

通过审核的俱乐部经过调整后于 1 月 31 日前再次上报符合要求的中性名。通知要求各俱乐部根据回复情况及时开展下一步

工作，已审核通过的俱乐部应尽快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并在足协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准入和注册流程。

（五）《关于进一步做好各级职业联赛俱乐部财务约定指标落实工作的通知》②

2021 年 1 月 15 日，中国足协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各级职业联赛俱乐部财务约定指标落实工作的通知》，再次强调严

格执行关于俱乐部支出、球员年薪、俱乐部奖金等各项财务指标的相应规定。通知表明，对于任何违反财务约定指标及上述

通知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依据相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以正风气。

三、典型案例

（一）足球从业人员退出俱乐部薪资案件管辖问题

案例背景：在体育领域劳动纠纷中，足坛转会、解约金等职业体育特殊问题在现行劳动法中难以找到可以适用的条款，

在实际争议处理中困难重重。2021 年，有 26 年历史的北京人和在中国职业足球的舞台中悄然谢幕，留下了一系列争议问

题亟待解决。现行《体育法》规定，“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仲裁机构的设立始终不见成行。而各

体育组织内部的仲裁委员会只有权按照其组织、赛事的内部规则对相关主体进行处罚，并不具备法律层面的强制执行力。而

条文中的“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也让大部分法院选择不受理这些纠纷。因此，

不少运动员涉及经济方面的纠纷陷入了“三不管”地步。

争议焦点：球员退出职业俱乐部争议案件的管辖问题对保护球员权益至关重要。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是否有权对该类案

件做出最终裁决成为司法实践中备受争议的焦点问题。

裁判观点：学界与实务界普遍认为，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体育总局、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关于加强

和改进职业足球俱乐部劳动保障管理的意见》，球员退出俱乐部类争议案件均按劳动争议案件进行处理。若诉讼请求不涉及

劳动关系的其他争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视为拖欠劳动报酬的争议，

可由法院依照普通民事诉讼纠纷处理。

（二）H 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与球员 A、球员 B、球员 C 培训补偿纠纷仲裁案

案例背景：为规避支付培训补偿和联合机制补偿，俱乐部与职业球员签订实质上的工作合同，但注册为业余球员的情况

在实际中普遍存在。本案中，H 俱乐部与球员 A、球员 B 和球员 C 均签订《工作合同》，并注册球员 A、B、C 为业余球员，

之后两方就培训补偿给付发生争议，H 俱乐部主张上述球员给付签订《工作合同》期间的培训补偿。

争议焦点：对于三案件中球员是否应当支付 H 俱乐部培训补偿金，关键在于球员在签订《工作合同》的期间内身份是

①
参见：https://www.thecfa.cn/lstz/20210115/29201.html.

②
参见：https://www.thecfa.cn/lstz/20210115/29202.html.

https://www.thecfa.cn/lstz/20210115/29201.html
https://www.thecfa.cn/lstz/20210115/292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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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为职业球员。

裁判观点：中国足协仲裁委审理该案认为，对球员职业身份的确定应采取实质标准说。依据《中国足球协会身份与转会

规定》，并非将球员注册身份作为认定身份的唯一标准，本案应认定涉案球员已经签订职业合同。本案中，H 俱乐部规避中

国足球协会管理的意图明显，依据《中国足协仲裁委处理有关培训补偿和联合机制补偿案件的意见》，对于 H 俱乐部请求支

付培训补偿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

（三）Y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 T 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案例背景：本案原告 Y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 2017-2019 年中超联赛的官方图片社，系中超联赛赛场位置进行图片拍摄

的唯一有权机构。本案被告 T 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赛程中派遣摄影师冒充媒体记者进入中超联赛赛场摄影记者区偷拍

中超赛事图片，并在官网上假借“中超联赛官方图片社”名义对图片进行展示、提供下载及对外销售。Y 公司遂向北京市海

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 T 公司停止侵权、公开道歉，赔偿损失和维权产生的合理费用。

裁判观点：法院审理认为，T 公司在全体育网上使用“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图片社”“中超联赛官方图片社”标识及

相关表述，对外商务活动中自称其为中超官方图片社的行为构成虚假宣传。T 公司派遣陆某、夏某进入 2017 年中超赛场拍

摄图片以及在全体育网上展示、提供下载并销售中超图片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应当对原告公司赔偿经济损

失以及公证费、律师费等合理支出。

案例评述：本案在体育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与反不正当竞争领域具有高度典型意义，随着体育赛事商业价值的不断提高，

体育赛事图片拍摄的授权体系正在逐步构建，商业图片机构通过向赛事主办方付费从而获得独家拍摄权利，用户通过向图片

机构付费以获得高品质赛事图片的市场秩序也在逐渐形成。从长远角度看，被告 T 公司作为专门从事体育赛事拍摄、推广

和销售的商业图片机构以及体育赛事图片市场的主要竞争者，其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将破坏上述授权体系和市场秩序，也将

阻碍商业图片机构的健康发展，扰乱体育赛事图片市场有序的竞争环境。

四、热点问题：“消失”的俱乐部与股权多元化改革

今年，中超联赛卫冕冠军江苏苏宁官宣停止运营引发足坛地震；天津津门虎也经历了“起死回生”的闹剧；而重庆两江

竞技也曝出球员讨薪的事件，这反映出职业足球俱乐部正面临极为艰巨的困难。究其原因，在多数中国职业俱乐部股权结构

较为单一的背景，持有人撤资将对俱乐部造成巨大的冲击，难以找到新投资人的俱乐部被迫吞下解散的苦果。因此，建立起

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革正当其时。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已经颁布六年，2021 年 05 月 19 日，国家体育总局下发了《关于开展全国足球发展重

点城市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将按照“政府监管、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原则，构建国有企业、民营企

业、社会组织、个人等多种投资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投资模式，试点探索俱乐部会员制、基金投资等多种形式的股权多元化

模式。

至 2021 赛季，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革终于迈出了关键性的脚步。国有企业乃至当地政府率先进场，帮助河南嵩山龙门

与沧州雄狮两家中超俱乐部完成了股权多元化改革的探索。但如何评估和处理历史债权债务，如何吸引投资进入，如何把握

国企民企的占股比例等诸多问题都需要各方力量共同寻找解决方案。

五、结语与展望

2021 年，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国内足球赛事率先复赛，多股力量共同推动着体育行业的复苏步伐，带动着体育

产业和市场逐步重回正轨。体育产业发展空间大、发展韧性势头开始逐渐显现，中国体育也正向着专业化、规范化、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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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发展，未来在经济建设与城市发展等方面将承担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逐步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需要看到的是，疫情让全球体育行业仍然处于诸多不确定性的阴霾之下。疫情造成各类体育机构场馆停业、大型体育赛

停摆，对体育产业各细分赛道均造成冲击。俱乐部“消失”成为困扰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阴霾，诸多争议问题需正面应对和

处理，如何推动俱乐部结构化转型，如何打造适应未来发展的商业模式等问题对体育产业复苏至关重要。

经过短暂的行业停摆与应对突发危机的经验积累，我们希望体育行业能够逐步恢复正轨并继续繁荣发展，凭借其自身独

特的行业魅力为我们带来更美好、更光明的未来。危中也有大机，随着 2023 年亚洲杯筹备工作稳步推进，十座标准专业足

球场陆续完工，重大赛事产生的连锁经济效益也将给中国足球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作者简介

刘万勇

北京市中通策成律师所主任。中国足协仲裁委副主任、北京市律协体育

法专委会秘书长。著有《足球行业法律关系概述》《足球行业法律规范汇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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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足球（国际足联）

（董双全，华城律师事务所;闫大勇,大连人足球俱乐部）

一、年度回顾与概述

202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大流行，至今仍未结束，各个国家的联赛、球员合同等因此遭

受严重影响。为应对新冠疫情引发的新问题，国际足联争议解决机构一直在努力总结疫情相关案例的裁决要点，国际足联球

员基金获批也已过千人。国际足联同时持续推进转会制度的改革，致力于建立更加公平、透明的转会体系。此外，国际足

联足球利益相关方委员会（Football Stakeholders Committee）第三次改革方案中的若干关键措施及新的足球

法庭也值得关注。

二、法律法规、政策及规范性文件等

（一）《足球法庭程序规则》2021 年 10 月版

2021 年 8 月 31 日，国际足联理事会职能部门发布了《足球法庭程序规则》，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生效。该程序规则

引入了调解程序，第 26 条规定：应委员会相关主席要求，允许案涉各方通过调解解决纠纷。上述由国际足联批准的调解员

负责，免收调解费。《足球法庭程序规则》与 2020 年 6 月版《球员身份委员会和争议解决委员会程序规则》规则相比的主

要变化：

1.申请公开裁决理由

《足球法庭程序规则》第 15 条第 6 款，如裁决中包含程序费用的承担，一方申请公开裁决理由，应在收到裁决执行部

分通知十个自然日内提出并支付所应承担的程序费用。裁决理由仅向申请方发出。未在上述第 6 款规定期限内提出申请，

将被视为放弃上诉权利，裁决为最终裁决并产生约束力。提起上诉的期限自收到裁决理由通知之日起算。我们也注意到，

2020 年 6 月版的《球员身份委员会和争议解决委员会程序规则》第 15 条 4 款规定的支付程序费用的期限为 20 个自然日。

对比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国际足联缩减了申请公开裁决理由的期限，由原来的 20 个自然日缩减为 10 个自然日，这在某种

程度上提高了裁判和执行的效率，可以更好的维护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另外一个新变化是，国际足联仅向申请方发送附理由

的裁决书可避另一方不交费搭便车的现象。

2.关于费用

《足球法庭程序规则》第 25 条第 1 款规定：如果其中任何一方为球员、教练、足球经纪人、赛事经纪人等自然人，则

免收程序费用。仅从字面意思解释，如果球员或教练员与俱乐部发生纠纷，则俱乐部方也无需缴纳程序费用。但其他类型案

件的程序费用均应支付，如俱乐部之间的纠纷等。故，与旧版《球员身份委员会和争议解决委员会程序规则》相比，多方都

将因此而受益。另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第 8 条，该条规定双方应自行承担与任何程序相关的所有费用，法律费用将不会进

行裁决。据此，当事各方恐怕均要自行承担律师费用①。

①
《 足 球 法 庭 程 序 规 则 》 ， 载 国 际 足 联 官 网 2021 年 10 月 ，

https://digitalhub.fifa.com/m/29982feff2d2c0a9/original/Procedural-Rules-Governing-the-Football-Tribuna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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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球员身份和转会规则》2021 年 8 月版

2021 年 8 月 31 日，国际足联理事会职能部门批准了《球员身份与转会规则》修正案，新版《球员身份与转会规则》

于当日生效。同时国际足联理事会职能部门还任命了足球法庭球员争议解决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球

员身份与转会规则》修正案主要涉及立法技术问题，引入了足球法庭，并将所有程序事项合并至《足球法庭程序规则》。《足

球法庭程序规则》沿用了《球员身份与转会规则》绝大部分条款，并对一些条款或附件进行了修订①。

三、热点事件

（一）国际足联第三届足球法律年度会议

2021 年 3 月 22 日、23 日，国际足联在线召开了第三届足球法律年度回顾大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律专家及足球利益

相关方参加了此次会议。大会强调了章程修改的重要性，以及国际足联司法机构在当下不断变化环境中承担的重要角色。

大会开幕当天，国际足联首席法务与合规官 Emilio García Silvero 介绍了 2020 年的法务及合规（Legal & Compliance）

概况并对 2021 年进行了展望。随后，国际足联相关部门负责人就球员转会、CAS 仲裁与国际足联裁决、以及职业道德等话

题进行了案例分享和讨论。

大会第二天则重点讨论了足球规则的改革，介绍了新的国际足联身份适用管理规则、女性职业球员的最低劳动标准、国

际足联裁决执行、转会系统的改革、业余球员的国际转会新规，以及教练雇佣关系新规。最后大会还邀请国际足球律师协会

主席 Patricia Moyersoen、CAS 仲裁员 Jan Räker，体育律师 Nan Sato 及 Ariel Reck 等围绕"国际足联应该在哪些方面做

得更好？”开展圆桌讨论。最后，国际足联法务负责人就经纪人新规的生效时间，青训补偿制度改革等问题现场回答了参会

嘉宾的提问②。

（二）、国际足联球员基金获批人数过千

2020 年，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与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FIFPRO)达成了设立 FIFA 足球运动员基金（FIFAFFP）

的协议。该基金旨在为被拖欠薪酬的球员提供财政支持。上述协议订立后，联合指导委员会已经批准了 1,005 份财政支持

申请。获批申请涉及的欠薪期间主要集中在 2015 年 7 月至 2020 年 6 月，涉及 36 个会员协会的 109 家俱乐部，这些俱乐

部或因破产而倒闭，或已不在相关会员协会注册，或已停止参加职业足球比赛。其中，FIFA 预留的 1600 万美元基金可用

至 2022 年底③。

（三）国际足联第 71 届大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国际足联第 71 届全体代表大会一致投票通过，国际足联女子世界杯™将和男子世界杯™相同，均

应通过竞选获得主办权。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面向 211 个会员协会讲述了未来一年国际足联将致力改进的 11 个领域。

就女足而言，国际足联主席指出女足比赛数量持续增长，预计将有 180 余支球队参加 2023 年女足世界杯预选赛（2019

年女足世界杯预选赛阶段参赛数量为 140 支）。他认为现在是推动女子足球职业化和商业化的好时机，国际足联应乘势而上，

例如可以签订独立的媒体转播权协议举办或新比赛。

①
《足球法庭程序规则》，载国际足联官网 2021 年 10月，

https://digitalhub.fifa.com/m/29982feff2d2c0a9/original/Procedural-Rules-Governing-the-Football-Tribunal-EN

-01-10.pdf
②
《足球法律年度回顾》，载国际足联官网 2021 年 3 月 24日，

https://www.fifa.com/legal/news/challenging-times-considered-during-football-law-annual-review
③
《FIFA 足球运动员基金：超过 1000 份申请获得批准》,载国际足联官网 2021 年 5 月 12 日,

https://www.fifa.com/legal/media-releases/fifa-fund-for-football-players-over-1-000-applications-ap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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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转会市场，因凡蒂诺主席强调，世界范围内足球行业仍然处于严重失衡状态。例如，2019 年全球转会费用高

达 70 亿美元，但培养过相关球员的母队所获得的培训补偿总额仅为七千万美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际足联结算机构（FIFA

Clearing House）将帮助完成培训补偿和联合机制补偿支付，每年的培训补偿和联合机制补偿费用有望提高至 3 亿美元。

国际足联正在与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International Football Association Board）合作，旨在完善比赛规则、保护

球员利益（引入因球员遭遇脑震荡而出现的特殊换人）、鼓励攻势足球（考虑到 VAR 的影响，建议修改对越位规则的解释）。

大会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一致投票决定在国际足联内部成立足球法庭。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国际足联内部的人事安排，

并对各独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选举和/或连任进行了投票①。

（四）国际足联足球法庭成立

2021 年 5 月，国际足联（FIFA）第 71 届大会通过决议，在其内部成立足球法庭。2021 年 10 月 1 日，国际足联足球

法庭（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 Football Tribunal）正式受理案件。该足球法庭的设立，使得国际足联争

议解决机构更趋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球员的权益保障工作，被视为足球监管体制改革又一里程碑。

足球法庭由三个委员会组成，分别是：争议解决委员会（下称“DRC”）、球员身份委员会（下称“PSC”）和经纪人委

员会（下称“AC”）。

争议解决委员会受理球员和俱乐部间的雇佣合同相关纠纷以及培训补偿和联合机制补偿有关案件。其共有 33 名成员，

包括 1 名主席，2 名副主席，15 名球员代表和 15 名俱乐部代表，他们分别由相关球员协会、会员协会、俱乐部和联盟提名

后任命。

球员身份委员会裁决教练员和俱乐部、会员协会间的雇佣合同相关纠纷，俱乐部间的转会纠纷和关于国际转会系统的监

管申请，球员代表会员协会参赛资格事宜。其由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必要的人数，并由各会员协会、联合会、球员、俱乐部

和联盟提议任命，目前由 32 人组成，包括一名主席和 1 名副主席及 30 名其他成员。

经纪委员会将裁决涉及足球经纪人的纠纷，新的国际足联足球经纪人规则将在 2022 年初通过，经纪委员会具体的组成

人员也将随后产生。值得指出的是，根据足球法庭程序规则第 2 条 2 款，如果对案件归于那个委员会管辖存在争议，足球

法庭的主席可对此作出决定②。

（五）2021 版 RSTP 评注

2021 年 9 月 8 日，国际足联首席法务官 Emilio García Silvero 和足球管理主任 James Kitching 先生联合具名发布了

2021 版《<球员身份与转会规则>评注》（以下简称“2021 版 RSTP 评注”），对于如何更好地理解与适用《球员身份与转

会规则》（RSTP）具有十分重大意义。

该评注是国际足联相关人员 18 个月的工作成果，其内容主要集中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国际足联大会通过的新的国际

足联仲裁机构，以及 2021 年 8 月版 RSTP。该评注在适用 RSTP 日益复杂的新形势下，必将成为足球行业从业者以爱好者

的重要工具。

早在 2007 年 1 月 18 日，国际足联就曾经发布过《<球员身份与转会规则>评注》（以下简称“2007 版 RSTP 评注”），

该评注很快成为足球律师的重要参考工具，而且对于国际足联的各成员协会官员、国际体育仲裁庭的仲裁员也产生了一定影

响。

①
《国际足联大会对国际足联女足世界杯的未来进行投票主办，并希望探索新的比赛机会》,载国际足联官网 20215 月 22

日,https://www.fifa.com/legal/media-releases/fifa-congress-votes-on-future-of-fifa-women-s-world-cuptm-host

ing-and-looks-to-e
②
《国际足联足球法庭将开始运作》,载国际足联官网 2021 年 10月 1

日,https://www.fifa.com/news/fifa-football-tribunal-set-to-enter-int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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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国际足联和国际体育仲裁庭受案数量的急剧上升案件的复杂程度也随之加剧，2007 版 RSTP 评注

变得越来越落伍于时代了。2007 年，国际足联共受理 449 个案件，其中有大约 130 个案件上诉到国际体育仲裁庭。而在

2020 年，国际足联共受理 2202 个案件，其中有超过 600 个案件上诉至国际体育仲裁庭。2007 版 RSTP 评注已经预测到

这一形势，其中就有“本评注将不时更新，尤其是关于司法管辖以及关于适用某特定规则以达到示范裁决作用”的内容。

在此背景下，国际足联出台了 2021 版 RSTP 评注，共有十章六个附件组成。

第一章“引言条款”，主要规定了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层次是国际规则，由国际足联规定；第二层次是强制性的国内

规则，由各成员协会规定，但必须遵守国际规则的内容，不得擅自修改。主要包括球员转会规则（该规则必须报国际足联批

准）、球员注册、球员身份、球员参加有组织比赛的资质、逾期支付的问题、租借球员、第三方影响（TPI）、第三方权益（TPO）、

保护女足球员、国内转会系统应使用电子方式。第三层次是“灵活的国内规则”，主要是会员协会有权做细节上的灵活性规

定但不违反国际规则的内容，主要包括球员与俱乐部争议解决机制、青训机构的培训补偿和联合机制补偿、尊重合同的稳定

性问题，正当理由解约和体育正当理由解约问题、非正当理由解约的赔偿和体育处罚问题。此外还有“未言明的第四层次”，

主要包括会员协会有权自行制订，体现当地特色的内容，如假期问题、标准合同条款、保险问题、外援和年轻球员的名额等

内容。

第二章 “球员身份”，主要规定了业余和职业球员的身份、再次注册为业余球员、终止球员活动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三章“球员注册”的内容包括注册、过桥转会、注册期、球员护照、注册申请、国际转会证明、租借球员、未注册球

员、处罚措施的执行、逾期付款。

第四章 “保持职业球员和俱乐部之间的合同稳定性”的内容，包括遵守合同、正当理由解约、因欠付工资正当理由解

约、因体育正当理由解约、在赛季中解约的限制、无正当理由解约的后果、关于职业球员与俱乐部工作合同的特殊规定。

第五章 “第三方影响及球员所有权、经济权利”，包括对于俱乐部的第三方影响、球员所有权、经济权利。

第六章 “关于女足球员的特殊规定”，规定了仅适用于女足队员的一些特殊规定。

第七章“关于青少年球员的国际转会”，包括保护青少年球员、青训机构中的青少年球员的注册和报告相关内容。

第八章 “培训补偿和联合机制补偿”，包括培训补偿定义、目的、培训补偿的支付、支付培训补偿的义务、培训支出、

培训补偿的计算方式、欧盟的特殊规定、纪律处罚措施、租借球员、联合机制补偿及支付程序。

第九章 “管辖”，包括国际足联的管辖领域、足球法庭、逾期支付的后果、裁定和确认函件的执行问题。

第十章“最终条款”，包括临时措施、未定事项、官方语言和执行。

附件一“球员参加国家队比赛”，规定了男足、女足和五人制球员参加国家队比赛的问题。

附件二“关于教练员的合同规则”，包括“教练员”的定义、合同保护、相关司法判例等内容。

附件三“转会匹配系统”，包括范围、系统、俱乐部的义务、国家足协的义务等相关内容。

附件四“培训补偿”，包括培训补偿的目的、定义、支付义务和计算方式等内容。

附件五“联合机制补偿”，包括联合机制补偿的定义、支付义务和计算方式等内容。

附件六“五人制球员的身份和转会规则”包括一般评论、五人制球员与十一人制球员的不同规定等内容。

四、结语及展望

国际足联将携手利益相关方持续推动转会制度等相关改革。新的《国际足联足球经纪人规则》有望于 2022

年初发布，相信很可能会成为未来很多人乐此不疲探讨的话题之一。2015 年版的《国际足联代理人规程》实施六

年多来，会员协会各自为政单独管理，各自国家的足球经纪人，准入门槛高低不同，素质良莠不齐，经纪费用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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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问题使得国际足球管理机构一直面临巨大挑战。

新的经纪人规则很大可能将引进佣金帽制度，其是否符合欧盟竞争法的规定，存在不小的法律挑战。值得指

出的是，2021 年 12 月 25 日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文化、科学、教育、媒体委员会(PACE)通过了由 Lord George

Foulkes 撰写的《足球治理:商业和价值报告》。该报告对国际足联正在进行的转会制度改革表示欢迎。文件还强

调了对代理人进行新监管的重要性①。

2022 年是世界杯年，正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所言：卡塔尔世界杯将是一个让世界再次团结在一起的真正独一无二

的时刻，欢庆足球和社会共容。我们都需要它。期待世界杯的到来。

作者简介

①
《足球治理:商业和价值报告》,载国际球员协会官网 2021 年 12 月 2

日,https://fifpro.org/media/p5lhjqmu/doc-prov-foulkes_football-governance_business-and-values.pdf

董双全

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法学会体育法学与奥林匹克法律

事务研究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闫大勇

大连人足球俱乐部法务经理，在足球法律领域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和扎实

的理论功底，单独或配合欧洲律师处理过涉及球员和教练员的多起 FIFA

或 CAS 的体育仲裁案件，勤于思考和笔耕，发表过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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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体育法修订专题

（裴洋,北京师范大学）

一、《修订草案》概述

纵观 2021 年，对体育产业法治影响最大的立法动向是在经过各界的多年努力之后，《体育法》的修改工作终于驶上了

快车道。2021 年 10 月 1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审议，10 月 23 日《修订草案》全文公布，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与现行《体育法》相比，《修订草案》在基本框架上保持了原貌，但紧扣全面依法治国和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目标，

对章目的编排和条文顺序做了幅度较大的调整，对具体条文更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订和大规模增加。现行《体育法》共有

8 章 54 条，《修订草案》则共有 11 章 109 条。其中，《体育法》第 2 章“社会体育”在《修订草案》中更名为“全民健身”，

第 5 章“体育社会团体”更名为“体育组织”，《修订草案》全新增加了 3 章内容，分别是第 5 章“反兴奋剂”、第 8 章“体

育仲裁”和第 9 章“监督管理”。这样，《修订草案》下的 11 章内容依次为：总则、全民健身、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反兴

奋剂、体育组织、保障条件、体育仲裁、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

二、《修订草案》主要亮点

（一）首次在法律中明文规定了公民享有体育权利

《全民健身条例》第4条规定“公民有依法参加全民健身活动的权利。”但该条所规定的权利仅限于全民健身活动，其

外延小于体育活动，而且《全民健身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其层级低于法律。相比之下，《修订草案》第5条规定“公民依

法平等地享有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国家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给予特别保障”，有助于实现

《体育法》从“权力本位立法”向“权利本位立法”的转变，充分将新时代法治思想和人民民主理念贯彻其中。①

（二）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实施

2020年10月1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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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将全民健身上升为

国家战略。《修订草案》将“社会体育”一章的名称变更为“全民健身”，既是用立法方式进一步明确了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

地位、体现了全民健身的重要性，又是对前述《修订草案》第5条规定的公民享有体育权利的呼应。本章还新增了国家定期

开展公民体质监测和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开展科学健身指导，各级政府定期对全民健身计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等具体实

施内容。此外，第6章“保障条件”中还新增了几条，明确了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体育服务、支持全民健身的职责，尤其

是对全民健身公共场地设施的有效供给问题提供了更加刚性的保障。

（三）强化体教融合

新的历史时期对学校体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体教融合取代了体教结合，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促进

青少年健康成长。新增的《修订草案》第23条明确了国家优先发展青少年体育，坚持体育和教育相融合，文化学习和体育

①
《体育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 专家：对未来反兴奋剂提供更范化指导》，载央广网 2021 年 10 月 20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4121083318006591&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4121083318006591&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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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相协调，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针对近年来在学校普遍出现的体育课被占用、新的教学项目得不到尝试、学生在校期间

体育锻炼不足、体育教师地位不高等问题，本章内容作了较大的修改，增加了不少比较“硬”的条款，以提升体育课的地位，

为高质量体育课的开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如保证体育课时不被占用；学校应当将在校内开展的学生课外体育活动纳入教

学计划，与体育课教学内容相衔接，保障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不少于1小时体育锻炼；国家将体育科目纳入初中、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范围，建立符合学科特点的考核机制；保障体育教师享受与其他学科教师同等待遇；国家建立健全学生体育活动

意外伤害综合保险机制等。

（四）对反兴奋剂工作做了专章规定

现行《体育法》颁布时间较早，其中并没有任何关于反兴奋剂的规定。2004年以来，中国相继制定颁布了《反兴奋剂

条例》等一系列行政法规、规章和法律文件，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反兴奋剂法律体系。但是，除了于2021年3

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与兴奋剂有关的罪名和条款之外，我国的反兴奋剂立法层级

还比较低，因此有必要在体育基本法中对此专门作出规定。《修订草案》第5章“反兴奋剂”以专章的方式，用7个条文对建

立健全反兴奋剂制度和管理机制、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兴奋剂检查和检测程序、反兴奋剂科学技术研究、反兴奋剂国

际合作等事项做了原则性规定，其内容主要是对《反兴奋剂条例》的概括和提炼，彰显了中国对反兴奋剂工作的重视。

（五）初步建立起中国体育仲裁制度

以仲裁方式解决体育纠纷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现行《体育法》第32条也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

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但现实情况是《体育法》规定的体育仲裁机构在国内始终未能设立，而人民法院又常援引上述条

文认为体育纠纷应提交体育仲裁机构解决因而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这导致大量体育纠纷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有

关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得不到保护，同时造成较大的不良社会影响。因此，多年来各界一直在努力推动成立中国的体育仲裁机

构。经过不懈的努力，《修订草案》终于以专章的形式确立了体育仲裁制度。第8章“体育仲裁”下共有14条，是《修订草

案》中条文最多的一章，涵盖了体育仲裁的范围、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仲裁员的选任条件、提起仲裁的条件、仲裁庭的组

成、回避、审理期限、裁决的撤销和执行、特别仲裁程序等基本内容。可以说，“体育仲裁”章是此次《体育法》修订中最

为重要的变化，如果能够得到通过，将是中国体育法治史上一次巨大的进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六）加强了对高危体育项目的监督管理

近年来，随着体育产业的发展和人民需求的提高，大量群众性商业赛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也给赛事的监管带来

了新的要求。特别是某些高危险性的体育项目和赛事在运营中事故频发，迫切需要从立法上明确监管的主体、职责、方式等

问题。《修订草案》第9章“监督管理”和第10章“法律责任”对此予以了回应，明确了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和赛事的经营举

办条件与程序以及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的后果。针对“白银马拉松事故”这样的恶性事件，《修订草案》第90条还规定体育赛

事活动因极端天气、疫情等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不具备办赛条件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及时予以终止。

三、《修订草案》中的焦点问题

《体育法》调整的体育法律关系的类型是多样的，其修订牵涉到各类不同主体的利益。在《体育法》的修订过程中尤其

是《修订草案》公布之后，各界围绕其中的制度存废、条文增删和语言调整等方方面面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以下仅对其中

的一些焦点问题予以介绍。

（一）“体育产业”章的存废

现行《体育法》囿于其出台的时代，仅将体育看作一种“事业”而忽视了其作为“产业”的潜力，因此并未明文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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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产业”作出规定。2014年10月20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5年体

育产业总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该文件出台后，中国体育产业迎来了高速发展期，

但同时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也不少。在这一背景下，有很多人士呼吁在《体育法》中增加有关体育产业的内容。《体育法》修

订过程中也曾在其中专门安排了“体育产业”一章，试图以立法保障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但最终《修订草案》放弃了这一

做法。个中缘由主要在于：第一，体育产业作为产业的一种和其他产业一样处于现行法律的规制之下，《体育法》不做规定

并不会阻碍其发展；第二，和其他产业相比，体育产业的特殊性以及是否因此而应到特殊法律待遇仍处于认识和研究阶段而

没有定论，因此在《体育法》中作出规定的时机尚不成熟；第三，由于划分标准不一，对于职业体育究竟属于体育产业还是

竞技体育亦或是构成单独的体育门类也存在争议，如果将其排除，则“体育产业”章中将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修订草案》

最终只在总则中以第10条原则性地表达了国家对于体育产业的支持，另外将有关职业体育和体育赛事转播权的两条规定置

于“竞技体育”一章中。

（二）体育赛事转播权问题

围绕体育赛事的转播而产生的经济收益是目前体育赛事组织者最为依仗的收入来源，尤其为职业体育联赛、热门单项运

动项目赛事和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主办方所重视。但随着新兴传播方式的不断出现，未经许可侵犯权利人相关权利的行为也

层出不穷，近年来司法机关加大了对这类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有关立法和司法解释也不断出台，及时消解实践中较为突出

的矛盾和困惑。如著名的“新浪中超案”历时七年，经历了一审、二审和再审，最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3

日作出再审判决，认定体育赛事节目满足《著作权法》要求的“独创性”和“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的要求，构成《著作权法》

第十条下的“电影类作品”，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①与此同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著作权法》的决定，

2021年6月1日起生效的新的《著作权法》第3条以范围更广、限制更小的“视听作品”替代了原法中的“电影作品和以类

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一般认为，这意味着体育赛事节目将被作为“视听作品”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以往

围绕其法律性质的有关争议可烟消云散，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将得到更好的保护。在这一背景下，《体育法》在修订中是

否也要对上述问题作出规定以及如何进行规定引发了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立法和判决保护的是体育赛事作品而非体育赛事本身，它们涉及的是体育赛事作品的著作权问题而

非体育赛事本身的“转播权”问题。尽管在体育产业实践中赛事的“转播权”是个耳熟能详的术语，理论上有各种学说作为

其理论解释，但绝大多数国家均未在法律上接受“转播权”。我国法律同样未明文承认“转播权”为一种民事权利，司法实

践中法院对于当事人主张的“转播权”亦未予支持。不过，与一些国家实践中曾经存在的关于究竟是俱乐部还是职业体育联

盟（体育行业协会）拥有联赛“转播权”的争论不同，近年来我国的有关讨论基本集中在体育赛事作品的著作权问题上，主

要的职业体育联赛参与主体均认可职业体育联盟（体育行业协会）的“转播权”所有者地位。因此，“转播权”是否具有明

确的法律地位在当下并非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况且，依据《民法典》第1164条的规定，受到保护的除了已被法律认可的

民事权利之外，尚未被法律认可为民事权利的私法上的利益亦可能受到侵权法的保护。在《体育法》修订过程中曾有主张加

入一个条文以明确规定体育赛事活动的转播权受到法律保护，但《修订草案》未采用这一主张，其第47条第2款规定未经体

育赛事活动组织者等相关权利人许可，不得以营利为目的采集或者传播体育赛事活动现场图片、音视频等信息。上述条款并

没有使用诸如“作品”、“著作权”、“版权”、“转播权”等术语，而“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等相关权利人”和“采集或者传播”

的表述则表明，该条规定所要试图保护的对象是广泛的，既包括了著作权，也包括了“转播权”及其他权利和利益。

（三）“反兴奋剂”章同有关法规及国际规则的衔接

如上所述，“反兴奋剂”一章的内容主要是对《反兴奋剂条例》的概括与提炼，基本上是比较原则性的规定。但由于《反

兴奋剂条例》自2004年颁布以来未进行过实质性修订，以现在的眼光看有些条款与实际情况不符或明显不合理，因此应避

①
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北京天盈九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2020)京民再 1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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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再将这些条款照搬到《体育法》中。例如《修订草案》第51条规定“兴奋剂检查人员和机构依照法定程序开展检查和检

测……”实际上是对《反兴奋剂条例》第34条“兴奋剂检查工作人员（以下简称检查人员）应当按照兴奋剂检查规则实施兴

奋剂检查”及第36条“兴奋剂检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按照兴奋剂检查规则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对受检样本进行检测”

的概括。反兴奋剂法律制度有其特殊性，必须遵守有关国际规则。特别是，我国的兴奋剂检查和检测依据的是世界反兴奋剂

机构制定颁布的《检查和调查国际标准》《实验室国际标准》，而并非《反兴奋剂条例》《反兴奋剂管理办法》《反兴奋剂规则》

等国内法。事实上，上述国内法均没有对兴奋剂的检查和检测程序作出规定。如果在本条中轻率写入“依照法定程序”，一

是会造成法律指向“落空”的尴尬局面，二是可能给国际上留下“中国不遵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等公认的国际准则，在

国内另搞一套”的口实，招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质疑，进而引发不利的连锁反应，阻碍中国的反兴奋剂工作的正常进行乃

至整个体育事业的发展。因此如果要对该问题作出规定的话，应该删去“依照法定程序”的表述，改为“依照有关国际标准”。

（四）体育仲裁

“体育仲裁”一章是既是本次《体育法》修订中最为重要的变化，同时也是引发争议最多的部分，体育仲裁的范围、体

育仲裁机构的建立、申请体育仲裁的条件、体育仲裁裁决的执行等体育仲裁涉及的各个方面，都有各种不同的主张和意见。

这一方面体现了各界对于中国建立体育仲裁制度的热情和期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这一全新制度自身所具有的复杂性。

1.体育仲裁的范围

《体育法》修订过程中，围绕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争论最多的就是体育仲裁的范围。《修订草案》公布后，有关意见

主要集中在体育商事争议和体育劳动争议是否应被排除在体育仲裁的范围之外？

（1）体育商事争议

从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目的来讲，是否将体育商事争议纳入体育仲裁的范围无关大局。毕竟体育商事争议本质上是

商事纠纷，可以向国内为数众多的商事仲裁机构寻求救济，事实上近年来我国的商事仲裁机构已有不少受理体育商事争议的

例子，因此体育商事争议对于体育仲裁制度并无刚性需求。站在立法者的立场来看，既然《仲裁法》已经保证了体育商事争

议可以通过商事仲裁的方式解决，则已无必要再将其纳入体育仲裁的范围之内，否则将造成商事仲裁和体育仲裁管辖范围的

重合，影响国内仲裁法律体系的协调。因此，《修订草案》第76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

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不属于体育仲裁范围。

但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新创立的仲裁制度尤其是新生的仲裁机构来说，受案量当然是多多益善。考虑到体育行业纠纷的

数量在一开始可能不会太多，如果体育仲裁机构能受理更多的体育商事争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经费来源问题，早日实

现自给自足，有利于机构的长远发展。国际上，采用体育仲裁制度的国家通常不会明令限制体育仲裁机构受理体育商事案件，

尽管事实上这些机构的核心功能和业务仍然是处理体育行业纠纷。

可见，对这一问题的考量有不同维度，利弊不可一概而论，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2）体育劳动争议

国内足球、篮球等职业联赛中的球员、教练员属于劳动者，其与俱乐部间签订的工作合同属于劳动合同，对此各界已有

共识。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的规定，中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劳动争议，

如果要通过仲裁解决，必须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对于上述工作合

同中的纠纷的解决方法，法律规定是明确的。但近年来，对于球员工作合同纠纷，不同地方的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实践做法

不一，有的受理，有的却以《体育法》第32条规定这类纠纷应由体育仲裁机构管辖为由而不予受理。在体育仲裁机构尚未

建立的情况下，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拒绝受理球员工作合同纠纷的做法当然是错误的，而在体育仲裁机构建立起来之后，其

与劳动仲裁机构之间的管辖权分配则颇费思量。依前述立法者的思路，既然现有法律已经给职业球员和教练员提供了救济渠

道，则无需再将体育劳动争议纳入体育仲裁的范围，否则又会照成两类仲裁管辖范围重合的情况。因此，《修订草案》第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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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争议排除在体育仲裁范围之外不无道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将体育劳动争议交给劳动仲裁机构解决是最优方案。第一，我国的劳动仲裁制度并没有取得立法预期

的效果。有研究表明，我国有相当高比例的劳动争议仲裁案件进入了诉讼程序，主要原因在于劳动争议仲裁运行的行政化以

及程序和制度的诉讼化倾向，影响仲裁的公信力，仲裁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①鉴于体育纠纷解决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

是快速高效，显然体育劳动争议由体育仲裁机构以一裁终局的形式解决要比“劳动仲裁+法院诉讼”的方式更为合理，更能

满足体育劳动争议解决的实际需要。第二，劳动仲裁机构裁处案件必须适用具有强制性的劳动法律法规，但这些法律法规未

能考虑到体育的特殊性，适用结果未必公平合理。职业体育经过长期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些符合职业体育运行需

要的、统一的行业规范。这些行业规范和我国现行劳动法律法规间存在冲突，很难被劳动仲裁机构接受和适用，但若是由体

育仲裁机构受理相关案件，后者在裁判过程中能更好地顾及体育的特殊性并参考有关体育行业规范。第三，职业体育劳动争

议在我国目前的体育纠纷中占比较大，而且对外部争议解决机制有强烈的需求。以中国足协内部的仲裁委员会为例，每年都

会处理数量可观的球员工作合同纠纷。如果未来的体育仲裁机构不能对这类纠纷行使管辖权，则不仅与当事人的合理期待相

悖，也严重减损了建立体育仲裁制度的意义。第四，由体育仲裁机构受理体育劳动争议更有利于将国际性案件留在我国解决。

尽管国际足联《球员身份与转会条例》第22条承认国际性的球员和教练员劳动合同争议可通过当事人的选择而由国内法院、

仲裁庭受理，但中国职业联赛中的绝大多数相关争议最终仍是通过国际足联和国际体育仲裁院解决的。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国内法院和劳动仲裁机构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对球员和教练员提供的保护水平较低，不利于其维护自身权益，因此外籍球

员和教练员普遍不愿接受国内机构的管辖并尽量争取在境外解决有关劳动争议。将来若由中国的体育仲裁机构受理这类争议

并更多地适用在国际上被普遍认可的行业规范，将有助于打消外籍球员和教练的顾虑，将争议留在中国解决，这显然也有利

于作为用人单位的中国俱乐部。

因此，《体育法》不宜将体育劳动争议排除在体育仲裁的范围之外。

2.体育仲裁是基于法律强制还是当事人合意

在我国现行的几种仲裁制度中，劳动仲裁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属于法定仲裁，发生纠纷后一方当事人即可向相应的仲裁

机构提起仲裁申请，无需事先在双方当事人间达成合意。而商事仲裁则需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仲裁庭对有关纠纷的管辖

权来源于当事人之间达成的有效的仲裁协议。但在国际上，通常理解的仲裁都是基于双方当事人间的合意产生的，包括那些

采用仲裁方式解决体育纠纷的国家，也都规定当事人间达成的仲裁协议是体育仲裁庭受理案件的基础，无论这种仲裁协议是

以接受体育组织规则的方式还是以特别仲裁协议的方式订立的。《修订草案》的“体育仲裁”一章中字未提仲裁协议或者当

事人间的合意，因此一般理解这里的体育仲裁也属于法定仲裁，也就是说无需体育组织规则中有仲裁的规定，也无需达成专

门的仲裁协议，当事人即可将争议提交体育仲裁解决。

尽管无论是基于法律的强制规定还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合意都可以达到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体育争议的结果，但其影响和

意义仍是有区别的。首先，以劳动仲裁这一典型的法定仲裁为例，其虽名为仲裁，但行政化色彩十分浓厚，仲裁制度本应具

有的优越性无法在其中得到发挥。我国的体育仲裁作为新生事物，理应在基本制度设计上秉承现代仲裁理念，尽量排除法定

仲裁的行政化倾向。其次，从国际体育仲裁院和国际足联的裁判实践来看，它们在判断国内体育仲裁机构是否有权审理国际

性争议时的主要依据也是看当事人是否在合同中清楚明确地达成了选择国内体育仲裁机构的仲裁条款，而非有关国内法是否

强制性地要求仲裁。因此，无论从遵循现代仲裁理念、符合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出发还是从规避风险出发，最好还是在“体育

仲裁”章中规定体育仲裁应以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为前提，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国内体育组织完善其章程与规则，将体育仲裁明

确写入其中。

①
周湖勇：《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20年，第一版，第 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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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

在《体育法》的修订过程中，关于将来中国设立的体育仲裁机构应该是只有一个还是可以有多个，曾有反复讨论，不同

时期的修改草案中既有“体育仲裁委员会根据需要设立，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的表述，也有“唯一的体育仲裁机构”的

表述。《修订草案》第77条规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依照本法组织设立体育仲裁委员会，指导其制定体育仲裁规则。上述条款

未对中国体育仲裁机构的数量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值得注意的，几乎与《修订草案》同期出台的《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

中出现了“加快建立全国性体育仲裁机构”的提法。这似乎表明，目前的倾向是只在国内设立一个体育仲裁机构。考虑到体

育纠纷的数量比较有限，因此只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一家体育仲裁机构应该是能够满足实践需要的。况且，由一家体育仲裁机

构集中管辖所有案件，将有助于体育规则的统一解释与适用，更符合体育的特点。因此，可以直接将“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

或“中国体育仲裁院”的名称写入立法，这样更加明确，避免将来产生不必要的争论。

4.申请体育仲裁的条件

（1）用尽内部救济

《修订草案》第79条规定“鼓励体育组织建立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体育组织没有内部纠纷解决机制或者未及时处理纠

纷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仲裁。”这一规定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修订草案》第61条已规定“单项体育协会应当健全内

部治理机制，制定行业规则，加强行业自律”。该条的立法目的和调整范围实际上已涵盖了第79条下的内部纠纷解决机制，

后者属于重复规定。第二，第79条的本意是试图明确体育组织内部纠纷救济机制和体育仲裁之间的关系，但这一努力并不

成功。依该条后半部分来推断，似乎意思是如果体育组织有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则当事人不能申请体育仲裁。但上述理解显

然不符合建立体育仲裁制度的立法目的。更为合理的理解恐怕是：如果体育组织有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当事人应该首先使用

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不服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处理结果，才可以申请体育仲裁。这就是体育界公认的用尽内部救济原则，也

是体育自治的重要表现。

在《体育法》修改过程中，有意见认为坚持用尽内部救济原则可能导致纠纷处理的时间被拖延，不符合体育纠纷解决的

效率要求，因此应该允许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后直接向体育仲裁机构提起仲裁。但从国际上的实践来看，用尽内部救济原则仍

被普遍承认为申请体育仲裁的前置性程序。如国际体育仲裁院《与体育有关的仲裁法典》第R47条即规定“上诉人可以针对

联合会、协会或其他与体育有关的组织所作的决定向国际体育仲裁院提起上诉，只要该组织的章程、规章如此规定或当事人

订立了具体的仲裁协议且上诉人在上诉前已经用尽该组织的章程、规章所规定的法律救济。”中国建立独立的体育仲裁制度

是要为体育纠纷的解决提供独立、公正的外部救济途径，但这并非以摒弃体育组织的内部争议解决机制为代价。相反，体育

组织的内部争议解决机制如果能够得以健全并良好运行的话，可以将矛盾化解于组织内部，这是解决有关争议的最高效的方

式，也符合中央关于鼓励运用多元化解机制解决社会纠纷的精神。因此，应尽量做好体育组织内部纠纷救济制度和体育仲裁

制度之间的衔接，明确规定“用尽内部救济”是体育仲裁的前置条件。具体可将第79条修改为“发生纠纷，应当首先经过

体育组织的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处理，对处理结果不服或者未及时处理的可以申请仲裁”。

（2）申请期限

《修订草案》第80条规定“对体育组织的处理或者决定不服的，自当事人收到体育组织的处理或者决定之日起二十一

日内申请体育仲裁”。这里的“二十一日”的申请期限是对国际体育仲裁院《与体育有关的仲裁法典》第R49条的借鉴。不

过，上述R49条对于申请体育仲裁的期限的规定是比较灵活和全面的，考虑了体育组织有规定和无规定等两种情况：在体育

组织对申请体育仲裁的期限有规定的情况下，直接依该期限；若体育组织未作规定，5日或21日、国际排联则未做规定。但

总的来说，向国际体育仲裁院申请仲裁的期限都很短。这种做法兼顾了对体育组织自治权的尊重和对当事人寻求外部救济权

利的保障。因此，上述第80条可修改为“对体育组织的处理或者决定不服的,自当事人收到体育组织的处理或者决定之日起

二十一日内申请体育仲裁。体育组织对申请体育仲裁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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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仲裁法》的参照适用问题

《修订草案》中有不少制度，如仲裁庭的组成、仲裁员的回避、仲裁裁决的撤销、仲裁裁决的执行都直接来源于《仲裁

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其原因在于，这些问题无论对于体育仲裁还是商事仲裁而言基本都是一样的，基本上不

存在体育的特殊性。《体育法》若依样照搬这些条文，会带来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大量重复既有的法律条文有对立法资源

浪费之嫌。尤其“体育仲裁”章目前条文数量在《修订草案》中居首，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存在上述重复规定所致。第二，对

这些事项详加规定可能适得其反。目前《仲裁法》的修订工作也正在进行中，预计将会在近两年得到通过，而届时现行《仲

裁法》中的上述制度很有可能被修改。考虑到新修订的《仲裁法》通过在后，可能会导致通过在前的《体育法》处于一种比

较尴尬的境地：刚刚照搬旧《仲裁法》制定的那些法律条文很快就显得“过时”和“落后”了。

为了避免上述问题的产生，最好删去《修订草案》第81条、第82条、第86条和第87条，在本章末增加一条“本章未规

定事项，可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有关规定”。做上述技术处理的好处首先在于，保证了“体育仲裁”章中

的这类并不具有体育特殊性的制度同《仲裁法》的规定保持一致；其次，“体育仲裁”章容量有限，很多很多应该规定的内

容没有规定，有这样一条兜底条款，能让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在处理实际问题时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体育仲裁作为一类新创设的仲裁制度，仅仅在《体育法》中以专章的形式用十几个条文进行原则性

规定是不够的。体育仲裁机构建立起来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待到条件成熟时，可以再专门制定《体育仲裁法》，充

分保障和促进体育仲裁制度的发展。

参考文献：

周湖勇：《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20年，第一版，第21页。

作者简介

裴洋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私法、国际商

事仲裁、体育法。



⚥㕂⡤肫岁㷖緸
$IJOB�4QPSUT�-BX

㖑㖧
"EESFTT8FCTJUF&�NBJM5&-

⻌❩䋑劊⼓䎛곡⽂㣐遳��〿㎗繠⚥䗱���㹔
3PPN����$BNFP�$FOUSF/P����(VBOHTIVO�4PVUI�"WFOVF$IBPZBOH�%JTUSJDU#FJKJOHXXX�DIJOBTQPSUTMBX�DPNDTM!DIJOBTQPSUTMBX�DPN���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