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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China today, the task of the youth sports training marke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which also brings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to heyuan city,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youth sports training 

market interpreted the policy environment, and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to the current composition of heyuan youth 

sports training market, the shortages of heyuan city, the existing youth sports training market and objective analysis, 

and then through the exploratory study, around the opening training programs should always maintain the strength of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market capital investment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 improve youth sports training market,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fforts to four aspects to heyuan city, the feasibility of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youth sports training market path to make system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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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对我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所要承担的任务却愈加艰巨，这也为其市场的发展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基于此，文章就通过文献研究法将河源市全面开发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的政策环境加以

解读，并通过调查法将当前河源市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的构成，以及河源市现有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的不足进

行客观分析，再通过探索性研究法，围绕培训项目的开辟应始终保持多样化、市场资本投入的力度应进一步加

大、全面提升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产品研发力度四个方面，将河源市全面开发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的可行性路

径做出系统论述。 

关键词：河源市；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政策环境与现状；不足与开发路径 

1.前言 

河源市地处广东省东北部，深圳都市圈城市，广

东省地级市，2019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全省第一。

面对该市社会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学校体育与社会

体育事业也随之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尤其

是《健康广东2030规划纲要》《广东省全民健身条例》

《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见》的相继出

台，更是为推进青少年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长

足动力。为此，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要紧紧把握这一

发展势头，不断将其市场进行深度开发，其间具体的

开发路径还需要不断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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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源市全面开发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的政

策环境解读 

2.1.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的相关通知 

伴随社会体育与学校体育事业发展的蒸蒸日上，

确保二者之间始终保持资源共享和共同促进，国家体

育总局、教育部联合下发了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

年健康发展意见的通知。其间，主要针对社会中青少

年体育培训领域和学校体育教学领域的深度融合提

出了具体要求，而这显然为河源市全面开发青少年体

育培训市场提供了一个极为理想的政策环境。 

2.2.广东省全民健身条例的深化 

随着我国社会体育事业的又好又快发展，全民健

身事业也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广东省作为我国的体

育大省，在全面推进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中，也在不

断为之付出努力。早在 2017 年，就针对广东省全民

健身条例进行了全面深化，强调普及健康生活、优化

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

产业视为重中之重，这显然也为河源市全面开发青少

年体育培训市场提供了又一重要的政策支撑。 

3.当前河源市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的构成 

3.1.工商注册体育公司 

体育公司显然是体育市场构成的主体所在，针对

于河源市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而言，工商注册的体育

公司显然发挥着至关重点要的作用。针对于此，笔者

就针对河源市现有的工商注册体育公司进行走访调

查，其数量与性质如下表所示： 

表 1  河源市工商注册体育公司数量及性质调查统计表 

公司性质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自然人独资 个体商户 社团法人营业 其他 

公司数量 29 家 29 家 8 家 1 家 10 家 

所占比例 37.66% 37.66% 10.39% 1.30% 12.99% 

通过表 1 的数据统计情况来看，河源市工商注册

体育公司的数量已经达到了 76 家之多，可是普遍为

自然人有限公司独资，或者是投资、控股的状态，而

个体商户所占的数量仅有 10.39%。另外，还有 12.99%

的公司或企业的性质尚无法判定。这也充分说明了我

市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正处于“自然人有限公司”一

家独大的状态之下，也反映出其他公司的市场发展空

间较大。 

3.2.市文广旅体局主管体育俱乐部分类 

文广旅体局是全市文化、旅游、体育事业发展的

引领者，下辖的俱乐部更是承担着推动各项事业又好

又快发展的重要使命。为此，河源市青少年体育培训

市场的发展自然离不开文广旅体局主管体育俱乐部

的推动作用。笔者就针对其数量进行调查统计，具体

数据如表 2 所示： 

表 2  河源市文广旅体局主管体育俱乐部数量调查统

计表 

体育俱乐部

性质 

青少年体育俱

乐部 

社会体育俱乐

部 

跆拳道俱乐

部 

俱乐部数量 9 家 4 家 1 家 

所占比例 64.29% 28.57% 7.14% 

 

结合上表的数据统计结果不难发现，该市专门开

展青少年体育培训业务的俱乐部数量就有 9 家，占该

市文广旅体局主管体育俱乐部总数量的 64.29%，而

具有社会性质的体育俱乐部有 4 家，也普遍开展青少

年体育培训业务，但并非专属。从这一数据来看，虽

然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数量的占比较高，但是数量上依

然很难满足青少年体育培训的需要，可供开发的市场

空间较大。 

3.3.市级体育类协会经营状况 

由于体育类协会作为河源市青少年体育培训市

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丰富体育培训市场，全面

加快社会体育发展进程的重要任务，普遍都开设青少

年体育培训的业务。因此，笔者就针对当前河源市市

级体育类协会数量与经营情况进行走访调查，具体数

据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河源市市级体育类协会经营情况调查统计表 

经营状态 开业 多年没有开展业务 注销 

协会数量 32 家 5 家 1 家 

所占比例 84.21% 13.16% 2.64% 

 

根据上表的数据统计结果来看，当前我市正处于

“开业”状态的市级体育类协会数量为 32 家，但不可

否认的是还有5家虽然处于开业状态但是已经多年没

有开展业务，我市现有常住人口 53 万多人，其中青

少年占 15%左右接近 8 万人。由此可见市级体育类协

会经营状况很难满足青少年体育培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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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市文广旅体主管的社会组织分类 

文广旅体社会组织无疑是河源市青少年体育培

训市场的结构组成之一，是全面推动青少年身心健康

发展的主要阵地所在，业务经营的范围直接关系到青

少年体质健康与心理健康能否达到国家体育总局和

教育部所提出的的具体要求。就此，笔者就针对当前

河源市文广旅体社会组织分类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具

体调查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文广旅体社会组织分类情况调查统计表 

协会类

型 

综合 球类 休闲娱乐 民族传统 航模 

协会数

量 

10 家 14 家 19 家 10 家 1 家 

所占比

例 

18.52% 25.92% 35.19% 18.52% 1.85% 

 

就目前河源市文广旅体社会组织的构成情况来

看，体育类的社会组织共有 54 家，都开展青少年体

育培训活动。但是从分类情况来看，属于综合类、球

类、民族传统类社会组织的数量就已经达到了 34 家

之多，而休闲娱乐类的社会组织仅占 19 家，尚未达

到总数量的一半，仅能达到占比的 35.19%，充分说明

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业务范围普遍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 

4.河源市现有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的不足 

4.1.培训机构数量多但培训项目局限性明显 

纵观河源市现有的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的数量，

不难发现从数量指标来看能够满足青少年参与体育

培训的需求，可是从培训机构的培训项目层面来看，

球类项目和民族传统体育的相关项目的占比已经超

出占据了大半，下面笔者就针对我市青少年体育培训

机构的培训项目进行统计，项目分布如图 1 所示。 

 
 

图 1  河源市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培训项目 

从当前河源市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中的企业项

目构成角度来看，图 1 的中数据显示球类项目、民传

武术类项（散打、跆拳道等项目）目占比已经达到了

75%之多。但是，结合当前社会体育事业发展的大趋

势，不难发现休闲、娱乐、健身项目（如：轮滑、网

球等项目）的社会需求正在不断增大，球类项目、民

传武术类项目显然满足不了青少年参与体育培训的

基本需求。因此，培训机构数量多但培训项目局限性

明显这一问题就突显出来。 

4.2.企业、公司注册资金总量相对小 

企业或公司的注册资金总量能够反映出市场资

本投入的力度，力度较大无疑是获得市场生存空间决

定性条件之一，力度较小则不然。针对于此，笔者就

针对河源市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中，企业或公司注册

资金情况进行调查取证，由此来反映出当前河源市青

少年体育培训市场中的潜在问题，具体统计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河源市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注册资金统计 

从当前河源市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业企业的经营

规模来看（如图 2 数据显示），资金注入往往更多的

集中在 0-10 万、11-50 万、51-100 万之间。可是，从

体育培训行业发展的必然条件来看，在场地、设施、

培训队伍建设方面有着极高的要求，上述企业、公司

的资金注入总量显然不能满足市场发展的要求，这也

必然会导致这些企业或公司逐渐被市场淘汰。 

5.河源市全面开发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的路

径 

5.1.开辟市场保持培训项目多样化 

河源市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的开发必须要以时

代发展的大背景为依托，科学判断青少年体育培训的

需求取向，由此才能确保所开发出的市场有着较大的

发展空间。在此期间，线下培训项目的拓展显然是必

然之选，始终保持多样化应作为根本初衷。具体操作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球类项目和民传武术项

目应继续得到高度关注。球类项目和民传武术项目是

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的“主阵地”，也是业务开展的主

攻方向所在。所以，在当今社会体育事业发展进程不

断加快的背景之下，河源市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依然

不能忽视球类项目和民传武术项目的开发，如篮球、

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网球、太极拳、武术等等，

都要视为这两类培训项目开发的主要方向，确保其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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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保持多样化发展的态势。第二，休闲、娱乐、健身

项目要视为重中之重。青少年体育培训项目需要结合

当今社会体育和学校体育发展的切实需求，结合河源

市的现有资源和未来可开发的资源，将休闲、娱乐、

健身项目视为重中之重，进而突显青少年体育培训市

场功能性，如：棋类、体育舞蹈、小轮车、游泳、轮

滑、自行车、攀岩、徒步登山、街舞、射箭等等，都

要视为市场开发的主要立足点，实现青少年体育培训

项目类型的多样化。 

5.2.科学准确加大市场资本投入 

无需质疑，市场的投入和产出通常情况下是能够

呈现出正比关系，这也是企业扩大市场并占有市场优

势的必然条件，河源市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的开发也

不例外。因此，结合当前河源市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

构成和反映出的问题，必须将市场资本投入的力度进

一步加大放在重要位置。其间，主要操作应包括两个

方面：第一，投资项目的占比要保持高度合理。项目

投资的重心是否准确事关市场开发的成与败，所以在

市场开发的过程中，资本投入的项目占比必须做到高

度科学，传统项目市场开发的资本投入占比要明显小

于新项目开发的资本投入占比，以此来反映出市场开

发的侧重点。河源市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开发自然如

此，要将互联网线上培训和休闲、娱乐、健身项目开

发作为资本投入的重要视角，传统球类项目和民传体

育项目的资本投入适当缩减，以此确保市场开发的资

本投入更加充裕。第二，项目金额要根据河源市青少

年体育产品需求程度加以科学设置。在明确市场资本

投入的侧重点之后，接下来就要针对市场投资的具体

项目进行科学衡量，其间要明确河源市青少年体育培

训的具体需求所在，明确市场发展的前景的同时，就

开发项目的具体投资金额加以科学设置，由此确保市

场开发的资本投入力度更大、方向更加明确、效果能

够达到甚至超出预期。 

5.3.全面提升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产品研发力
度 

河源市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的开发是一项极为

系统的工程，不仅要根据社会体育事业发展的进程，

明确市场开发的大方向和确定培训项目开辟的多样

化，同时还要在市场资本投入的力度上有侧重性的进

一步加大，进而才能确保河源市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

的开发能够与我国社会体育事业发展的大形势高度

吻合。在这里，产品研发无疑是最后一环，必须加以

高度重视，具体操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线

上”产品研发的视野要广阔。随着我国已经进入到了

“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媒介的多样新自然不言而

喻，方便了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信息获取，青少

年日常培训与学习活动也不例外，特别是在后疫情时

代，线上教育培训异军突起，成为了教育培训市场的

主流。为此，河源市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开发的道路

中，必须将线上产品的研发放在重要位置，视角要做

到广阔，既要涉及到居家休闲、娱乐、健身项目的相

关产品，同时还要涉及到拓展类项目产品，以此开拓

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的业务领域。第二，“线下”产品

的开发要体现出形式多样化。“线下”产品的开发主要

体现在传统培训项目上，而开发的视角显然要落在

“形式的创新”，要颠覆以往“面对面授课”的形式，要

更加注重“以赛代练”和“游戏化授课”的原则，让培训

项目的产品更加吸引眼球，能够更好地占据市场。 

6.结论 

《广东省全民健身条例》提出，要“引导青少年开

展健康有益的体育活动，培养青少年体育锻炼兴趣、

掌握体育运动技能，形成终身体育健身的良好习惯”。

为了进一步落实该要求，不仅要做到深入解读政策环

境，以及明确当前市场发展的基本现状，还要就其存

在的问题加以客观分析，最终才能确保开发的路径可

行性较高，为全面推进各项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提供

强大的动力。为此，不断深化以上研究观点无疑成为

广大学者今后实践与研究的主要方向所在，也是全面

加快我国“体育强国”步伐的有力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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