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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审批改革再进一步，引领体育产业大变革！ 

体总印发《关于推进体育赛事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点评 

Tab le_Summary 

 事件：12 月 30 日体育总局印发《关于推进体育赛事审批制度改革的

若干意见》 

12 月 30 日，体育总局在其网站发布了《关于推进体育赛事审批制度

改革的若干意见》。根据此文件，除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和少数特殊项目赛

事外，包括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在内的全国性体育赛事审批一律被取

消。同时体育总局还印发了《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竞技体育重要赛事名

录》，其中所列的 167 项赛事一律无需体育总局及其各厅司局、直属单位

审批，标志着国内体育赛事审批制度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我们的观点：赛事审批改革再进一步，引领体育产业大变革！ 

9 月 2 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体育

产业时就首次提出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

事审批，放宽赛事转播权限制”；10 月 20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

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将把体育产业将全民健

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再次强调“全面清理不利于体育产业发展的有关规

定，取消不合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领域，都

要向社会开放。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加快全国综合性

和单项体育赛事管理制度改革，公开赛事举办目录，通过市场机制积极引

入社会资本承办赛事”。12 月 30 日，体育总局以文件形式印发《关于推

进体育赛事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正式明确除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和

少数特殊项目赛事外，包括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在内的全国性体育赛

事审批一律取消，同时加强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加强体育赛事服务，

切实防范办赛风险。 

我们在体育产业系列深度报告中多次强调，体育赛事运营作为体育产

业改革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也是最受益于制度改革红利释放的部分。无论

是我们与相关领导、行业专家还是与资本市场的交流都表明，赛事审批的

简政放权，有利于社会资本和民营企业进入赛事运营领域，提高体育赛事

的经济效益和商业价值，进而引领整个体育产业的大变革！ 

 体育赛事运营受益标的：雷曼光电、中体产业、江苏舜天 

我们认为，此次体育总局正式发文取消赛事审批制度将极大程度地激

发国内体育赛事运营市场的活力，释放其巨大的价值潜力。相关受益标的

包括雷曼光电（参与中超和中甲联赛的赛事运营）、中体产业（拥有环中

国自行车赛、北京马拉松、职业高尔夫赛等体育赛事的运营权）和江苏舜

天（江苏国信舜天俱乐部的直接赞助商）。 

 风险提示 

体育产业市场化仍处于初级阶段，行政干预风险较大；赛事审批制度

改革还需各方的配合，改革成果仍需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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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12 月 30 日体育总局印发《关于推进体育赛

事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12月30日，体育总局在其网站发布了《关于推进体育赛事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

意见》。根据此文件，除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和少数特殊项目赛事外，包括商业性和群

众性体育赛事在内的全国性体育赛事审批一律被取消。同时体育总局还印发了《全

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竞技体育重要赛事名录》，其中所列的167项赛事，一律无需体育

总局及其各厅司局、直属单位审批，标志着国内体育赛事审批制度改革迈出了实质

性的一步。  

二、我们的观点：赛事审批改革再进一步，引领体育

产业大变革！ 

9月2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体育产业时就首

次提出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放宽赛事转

播权限制”；10月2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

意见》，明确指出将把体育产业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再次强调“全面清

理不利于体育产业发展的有关规定，取消不合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凡是法律法规没

有明令禁入的领域，都要向社会开放。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加

快全国综合性和单项体育赛事管理制度改革，公开赛事举办目录，通过市场机制积

极引入社会资本承办赛事”。12月30日，体育总局以文件形式印发《关于推进体育

赛事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正式明确除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和少数特殊项目赛

事外，包括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在内的全国性体育赛事审批一律取消，同时加

强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加强体育赛事服务，切实防范办赛风险。 

表 1：全国性体育赛事管理制度 

赛事 内容 

全国综合性运动会 
全国运动会、全国冬季运动会、全国青年运动会，以及由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牵头

主办的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仍然由国务院批准举办，按照现行的审批程序执行。 

《赛事名录》内的

赛事 

《赛事名录》只限于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主办的竞技体育重要赛事，主要是以专业运

动员为参赛主体的国内最高竞技水平的体育赛事，既不包含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

也不是各单项体育协会竞技体育的全部赛事。《赛事名录》内的赛事由全国性单项体

育协会主办，一律无需体育总局及其各厅司局、直属单位审批，主办单位可以自主确

定或协商确定举办地点，且不得以此为由收取任何费用。 

《赛事名录》外的

赛事 

此类赛事既包括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也包括公益性赛事中的部分赛事。体育总

局及其各厅司局、直属单位针对此类赛事的审批，一律取消。合法的法律主体（包括

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均可以依法组织和承办此类赛事，主办单位自行确定或协商确

定举办地点。对于此类体育赛事，体育总局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和鼓励，全国性单项

体育协会更多地从技术、规则等方面进行指导和服务。 

特殊项目赛事 
对于涉及国家安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特殊体育项目赛事，不论是否列入《赛

事名录》，均继续执行国家和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按程序办理相关手续。其中，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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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全国性、跨省（区、市）的健身气功活动的审批和举办国际性或全国性航空体育竞

赛活动审批，按照《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汇总清单》明示的《健身气功管理办

法》和《全国航空体育竞赛活动管理办法》办理。 

国际赛事分类管理 

按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精神，我国外事管理法律、法规、制度以及国际体育组织的管

理规定，在华举办的国际体育赛事分三类管理，事先按程序办理手续。A 类国际体育赛

事，需列入体育总局年度外事活动计划，按照现行规定和审批权限，报体育总局或报

国务院审批；B 类国际体育赛事，需列入体育总局年度外事活动计划，原则上由承办地

有外事审批权的地方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审批；C 类国际体育赛事，实行报备制，作

为地方外事活动由地方有外事审批权的地方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审批。 

数据来源：体育总局、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注：《赛事名录》内的 167 项赛事项目请见 http://www.sport.gov.cn/n16/n1077/n1227/6052919.html 

 

目前国内举办体育竞赛实行审批登记制度，主要流程包括：提交申请审批→相

关体育局审核其资格是否符合，证件是否合法齐全→符合要求填写《行政审批工作

流程表》中受理人意见，不符和要求的退回申请并书面一次性告知，对于不需要审

批或者不在职责范围的告知不予受理。以田径项目为例，首次举办赛事申请的，需

提前10个月提交材料，然后田协收到材料两个月内，将审批同意给申请机构，审批

周期长达一年左右。此次体育总局明确提出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将

大幅提高企业承办体育赛事的积极性，有利于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体育产业，促进

行业的市场化运作。 

此外，《意见》还明确要求体育总局各部门、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各全国性

单项体育协会等部门坚决贯彻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求，积极配合赛事主办单

位、承办单位的赛事运营工作，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例如，工商、税务、公安、交

通、无线电管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办理，保证赛事的顺利进行。 

我们在体育产业系列深度报告中多次强调，体育赛事运营作为体育产业改革中

最为重要的一环，也是最受益于制度改革红利释放的部分。无论是我们与相关领导、

行业专家还是与资本市场的交流都表明，赛事审批的简政放权，有利于社会资本和

民营企业进入赛事运营领域，提高体育赛事的经济效益和商业价值，进而引领整个

体育产业的大变革！ 

三、关注体育赛事运营受益标的 

我们认为，此次体育总局正式发文取消赛事审批制度将极大程度地激发国内体

育赛事运营市场的活力，释放其巨大的价值潜力。相关受益标的包括雷曼光电（参

与中超和中甲联赛的赛事运营）、中体产业（拥有环中国自行车赛、北京马拉松、

职业高尔夫赛等重大体育赛事的运营权）和江苏舜天（江苏国信舜天俱乐部的直接

赞助商）。 

（一）雷曼光电（300162.SZ） 

雷曼光电是国内领先的专业化、国际化、高品级的LED制造商，同时也是亚太

地区乃至国际市场有影响力的厂商之一。公司始终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效、节能、

稳定的LED封装器件和应用产品，其超高亮全彩系列、大功率多规格LED产品，涵

http://www.sport.gov.cn/n16/n1077/n1227/60529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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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全彩色显示屏、景观照明、交通信号及信息显示三大领域。 

表 2：雷曼光电主营产品及服务 

业务 产品/服务 特点 

LED 产品 

封装器件 

 

直插，贴片全彩/白光 

户外显示屏用贴片式技术，以及户外

SMD 全彩显示屏应用技术 

适合户外显示屏高温和高湿等要求 

显示屏 

 

深交所新大厦证券显示屏 

人民大会堂 LED 照明改造工程 

国庆天安门广场使用高品级 LED 

照明产品 

 

各类室内外灯具 

户内照明 T 管技术、超轻/超薄磁冷 

路灯技术 

LED 服务 

体育传媒 

 

中国足协战略合作伙伴 

中超联赛唯一球场显示屏供应商 

节能 

 

提供专业的能源诊断、改善方案评 

估、项目设计、资金与财务计划、产

品采购、工程施工、监造管理、节能

量确认等全方位节能服务 

数据来源：公司网站、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自2011年起，雷曼光电就开始布局体育产业，成为2012-2016年中超联赛LED

设备制造类唯一合作伙伴。根据公司与中超公司签署的协议，雷曼光电在此期间为

中超联赛提供赛场全彩广告显示屏设备及相关服务，通过提供LED显示屏设备臵换

每次中超比赛12分钟的广告时间。2013-2014赛季，公司将可对外出售的10分钟广

告时间销售给中超公司，剩余2分钟用于自身品牌推广，共获得1800万元的营业收

入（广告收入1500万元，附加服务费300万元）。 

目前，公司已经开始销售2015赛季中超足球联赛商务权益。2014年9月22日，

雷曼光电与山东爱达传媒有限公司签订了中超广告资源销售合同，将公司拥有的中

超足球联赛2015全赛季16家俱乐部240场中超比赛2分钟的球场LED显示屏广告展

示时间对外进行了销售，交易金额800万元，价格较之前明显提升，标志着公司在

体育传媒领域的商业价值得到进一步确立并获得认可。雷曼光电总计拥有2015赛季

中超足球联赛的12分钟商务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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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与中超公司现有的战略合作之外，公司坚信中国足球联赛的商业价值处于

持续上升趋势，积极开发体育传媒领域的商业价值。公司在中超合作运营的经验积

累基础上，已成为超过12家中甲联赛俱乐部成员的赞助商和合作运营商，并将通过

广告运营等商务开发方面获得更高的话语权，正在复制中超模式，战略性前瞻布局。

公司将进一步打造优势体育营销平台，与赞助商、合作伙伴共同开发足球联赛的商

业价值，同时赞助商借助足球联赛的营销平台，获得比赛现场的显示屏广告推广时

间、比赛的电视和网络转播宣传、比赛球票上品牌LOGO的推广机会。 

（二）中体产业（600158.SH） 

中体产业成立于1998年3月，是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基金管理中心、国家体育

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和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等

共同发起组建的中国体育产业规模最大的股份制企业。中体产业作为体育总局系统

中目前唯一上市公司平台，具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和丰富的业内运作经验。 

图1：中体产业是体育总局系统中目前唯一上市公司平台（2014年中报）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公司始终坚持将体育产业作为立足和发展之根本，主营业务涉及复合型城市体

育地产开发、赛事管理与运营、体育场馆运营管理、休闲健身、体育经纪、体育彩

票、体育设施设计及建设。 

 体育地产：致力于体育主题地产的开发和管理，已从单纯的住宅建设发展到开

发运营城市体育综合体与中央体育商务区，形成了较完备的产业链。 

 体育场馆建设与运营：国内唯一的纵贯体育场馆前期规划、设计、建设、内容

提供和长期运营的全产业链服务商，拥有多家专业公司，为百余个大型体育场

馆提供过前期规划与设计咨询。 

 体育服务：以奥林匹克推广、大型赛事运营、体育营销和体育明星经纪等业务

为核心，汇集了大批相关领域的精英，拥有和经营优质体育资源，并为企业和

城市提供全面的体育营销与推广服务。在赛事管理与运营方面，公司目前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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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中国自行车赛、北京马拉松、职业高尔夫赛等重大体育赛事的运营权。 

 体育彩票：拥有覆盖终端硬件产品、系统软件、游戏玩法等彩票全产业链的开

发运营能力，是行业领先的电脑彩票终端设备、彩票计算机交易系统、彩票业

务管理信息化系统、彩票市场运营管理服务产品的供应商与服务商。其控股子

公司（45%）北京英特达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中国体彩中心彩

票终端机指定供应商之一，为全国25个省市级体彩中心提供彩票终端机及售后

服务。英特达被收购前的2011年全年营业收入达1.32亿元，净利润为1014万元。 

（三）江苏舜天（600287.SH）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是江苏国信舜天俱乐部的直接赞助商。公司直接或间接

拥有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三十余家，业务范围已拓展至进出口贸易、国内贸易、服装

生产、化工仓储、股权投资等诸多领域，产品远销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等近

百个国家和地区。 

目前，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的大股东为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持有上市公司

50.32%的股份。2000年1月，大股东江苏舜天国际集团和江苏省体育局共同建立江

苏国信舜天足球俱乐部。2011年国信集团收购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正式成为江苏足

球俱乐部的投资方，目前俱乐部隶属于江苏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江苏国信舜天足球

俱乐部是中超联赛的传统劲旅，自2008年升入中超联赛以来从未降级，曾获中超联

赛亚军、足协杯冠军，在2014赛季排名第8。除俱乐部外，母公司国信集团旗下有

国信帕尔玛足球学校、南京体奥中心经营管理公司、南京畅游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部分股权等资产，在体育产业中有重要布局。 

表3：江苏舜天股权结构（2014年中报） 

股东名称 直接持股数量 占已发行普通股比例（%） 股本性质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219,798,145 50.32 A 股流通股 

陈子晖 2,729,800 0.62 A 股流通股 

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2,206,072 0.51 A 股流通股 

梅亚辉 1,688,799 0.39 A 股流通股 

中国外运江苏公司 1,590,937 0.36 A 股流通股 

罗柳江 1,496,959 0.34 A 股流通股 

陈丽莹 1,322,900 0.30 A 股流通股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1,206,153 0.28 A 股流通股 

钟敏 1,125,801 0.26 A 股流通股 

柳梦汐 1,114,419 0.26 A 股流通股 

合计 234,279,985 53.64 ——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四、风险提示 

1. 目前国内体育产业的市场发育处于初级阶段，行政干预风险较大； 

2. 体育赛事审批制度改革还需各方的配合，改革成果仍需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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