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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为推动我国跨区域联合办赛高效运行与高质量发展袁运用文献资料法和实
地调查法对其生成动因尧运行机制尧治理困境与优化路径进行研究遥跨区域联合办赛
既是体育赛事高效运行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诉求袁也是深入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
关键举措遥构建以利益共生与价值共存为命运融合理念袁以政府尧市场与社会多元主
体参与为驱动袁以资源互通与要素共享为纽带的运行机制袁可实现跨区域联合办赛
高效运行遥 现阶段主要存在治理动力分散尧治理效应可持续乏力和治理主体权责模
糊而导致治理失效的困境遥 由此提出院协同治理袁破解跨区域联合办赛的治理困境曰
合理分工袁提升跨区域联合办赛的治理效率曰责权划分袁明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责权
边界等优化路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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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joint sports events
held across regions in China, the literature method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method are used to study its
generation motivation, operation mechanism, governance dilemma and optimization path. Jointly organizing sports events across regions is not only an inherent demand for efficient operation and high-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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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sports events, but also a key measure to further promote region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o realize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of joint sports events across regions, it needs to construct an oper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symbiosis of interests and coexistence of value as the destiny integration,
driven by the pluralistic subjects which include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 and linked by the interoperability of resources and the sharing of elements. The dilemmas include the dispersion of governance
power, the sustainable weak governance effect, and the vague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ance
subject which leads to governance failure at the present. Therefore, it proposes to solve the governance
dilemma of cross-regional joint competitions by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o improve the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cross-regional joint competitions by reasonable division of labor, to clarify optimization
paths such as the boundaries of responsibilities and powers for coordinated governance of multiple entities
by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and p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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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和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袁 为日益紧

流动尧 互通共享的多地区合作办赛的创新模式 [5-6]袁
主要通过充分利用不同地区的资源优势形成合理

密的地区间经济联系和政治往来提供了宏观指导与

分工与务实合作袁促使赛事的成功举办与高质 量发

战略保障袁驱动长三角一体化尧京津冀协同等区域协

展遥因此袁跨区域联合办赛成为体育赛事自身发展的

调发展迈入了快速化进程遥进入新时代袁在新发展理

必然诉求袁也是大型体育赛事成功运行的关键选择遥

念的指导下我国经济社会积极融入新发展 格局袁逐

其一袁 跨区域联合办赛既可以形成各地区多元主体

渐形成以城市群为着力点的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遥
在这一背景下袁跨区域创新尧发展与治理成为提升区

紧 密联 系尧利益 互 补尧互动 融合 的 发 展 态 势 [7] 袁也 可
促使各地区加强合理分工尧联动协同尧携手共进遥 一场

域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袁通过突破地域边界尧组织

赛事的有效运行包括繁杂的步骤与程序袁合理 分工

界限等逐渐消解区域壁垒与市场屏障袁 从而优化区

可以明确各地区的工作与职责袁也可以借助其他地

域治理效能尧 推动区域创新升级以及强化核心竞争

区的经济实力尧 办赛经验等保证 赛事的运行效率遥

力 遥 积极实行跨区域创新联动发展既是加快建设
[1]

城市群尧 打造都市圈的有效举措袁 也是国家谋篇布

局尧达成战略目标的重点工作 遥 体育赛事不仅与全
[2]

其二袁 跨区域联合办赛能够充分利用各地区的资源
禀赋袁保障赛事高质量发展遥例如第十四届全运会部
分帆板项目放在浙江省象山县亚帆中心举办袁 冲浪

民健康尧居民消费和人民美好生活愿望息息相关袁而

项目置于海南省著名冲浪胜地日月湾进行遥 体育赛

且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尧强国建设等方面袁故此促进

事成功运行尧 高效运转与高质量发展不能仅依靠单

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成为时代进步之需遥 跨区域联

一地区的独自作战袁 理应通过跨区域合作办赛弥补

合办赛是我国体育赛事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袁 虽然

单一地区自身的劣势袁 从而保证体育赛事举办得更

这是一项多环节尧多层次交错的复杂工程袁但是通过

加圆满和卓有成效遥

跨区域尧跨部门的合作与联动可以加速人才尧信息尧
资 本 等资 源要 素 循 环 流 动 [3] 袁已 成 为 体 育 赛 事 高 质

量发展的关键选择遥 例如 2022 年北京冬奥会部分项
目安排在河北张家口举行袁 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地区

现阶段实行的区域联动与协同发展袁 其最终目

资源优势袁而且可以发挥跨区域发展的赛事交往尧文

的是促进资源要素流动自由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以

化交流等功效袁消解区域壁垒袁有利于京津冀体育赛

达到一体化状态遥 体育赛事作为我国产业经济中最

事高质量一体化建设遥 跨区域事务本身裹携着主体

活跃的构成部分袁 通过跨区域联合办赛能够发挥其

行为越位渊缺位冤性尧事务治理复杂性尧利益分配冲突

倒逼机制袁实现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遥 第一袁倒逼

性等特征 袁因此袁跨区域联合办赛加剧了跨区治理

区域壁垒消解遥 区域壁垒的形成主要是地方政府各

的难度遥 基于此袁 本文以跨区域联合办赛为研究对

自为政的思想造成条块分割与市场碎片袁 破解这一

象袁目的在于充分认识其生成动因与运行机制袁深刻

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各地政府部门要秉持一体化理念

剖析现阶段的治理困境袁 并针对现有问题提出优化

并践行一体化发展遥 跨区域联合办赛就是倒逼各地

策略袁从而完善跨区域联合办赛这一创新模式袁使之

行政主体主动构建相互联系尧 利益共享的命运共同

更好地被运用于实践袁 形成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的

体关系袁从根源上消解区域壁垒问题遥 第二袁增进区

格局遥

域文化认同遥 体育赛事具有串联政治交往尧 经济联

[4]

系尧文化交流的媒介作用袁跨区域联合办赛可以积极
发挥这些媒介作用袁 尤其促成赛事文化在区域间的
传播袁推动各地区文化相互交流以形成文化交融袁从
而增进区域文化认同遥 第三袁推动市场一体化遥 区域
举办体育赛事尤其是大型体育赛事是对一个地
区综合实力的全面考验袁同时袁体育赛事因其具有较
强的关联性和带动性袁能够刺激地区经济发展尧核心
竞争力提升等袁故此袁众多城市争先恐后地举办大型
体育赛事遥跨区域联合办赛是一种跨越地理边界尧行
政界限和市场门槛等袁 促进赛事资源在区域内循环

完全一体化形成的难点是市场一体化袁 攻克这一难
点就要完全打破市场分割行为袁 促进资源要素自由
流动和投资贸易壁垒消除 [8]遥 跨区域联合办赛通过

发挥运载资源要素袁串联政治尧经济 与文化袁跨区投
融资等功能袁加快区域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与健全尧资
源配置合理与优化尧政策环境完善与提升等袁从而促
进区域市场一体化 [9] 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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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等曰 第三类是以市场为主的企业袁 如运营公司
跨区域联合办赛得以顺利推进的关键在于构建
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袁结合实践来看袁跨区域联合办
赛运行机制是体育赛事相关主体渊政府主体尧市场主
体尧社会主体冤在跨区域联合办赛过程中秉持区域利
益共生尧价值共存的命运融合理念袁始终通力合作和
携手共进袁充分利用资源尧要素等工具袁切实保障跨
区域联合办赛高质量发展的相互关系和运行方式遥

等遥 在跨区域联合办赛实践中三类主体构成了以政
府部门调控行政资源尧 行业协会提供专业技术指导
与赛事相关服务尧 市场企业配置资源并负责赛事运
营的合作模式遥伴随市场化推进尧野放管服冶改革的深
入袁 市场企业与行业协会逐渐掌握了举办体育赛事
的运营权和主动权袁 但是跨区域联合办赛具有跨越
行政区并且涉及不同地区利益的特殊性袁 所以单纯
依赖市场主体和行业协会袁 难以保证跨区域联合办
赛的运行效率与质量提升遥 因此袁不能片面尧简单地

树立先进的理念至关重要袁 有助于指导多元主

肯定市场与协会的作用而弱化政府功能袁 更不能让

体的认识与实践袁 更好实现跨区域联合办赛的高效

政府主体只停留在市场失灵时或赛事运营受阻时发

发展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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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补救与引导的作用等 [12-13] 遥跨区域联合办赛事务工

为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强化了命运融合的时代理

作项目繁多尧程序复杂尧关系交错袁要保证办赛顺利

念遥在这一认识指导下袁跨区域联合办赛多元主体理

开展尧高效推进袁必须依靠政府部门尧行业协 会与市

应始终秉持利益共生尧 价值共存的区域赛事命运共

场企业的交互作用袁形成政府尧协会与市场三级主体

同体理念遥 利益共生即表示在一体化战略指引下跨

共同驱动的协同模式袁 突破传统政府对赛事运营上

区域联合办赛所涉及的不同地区与各级主体的利益

传下达尧命令布置的绝对领导方式袁重新架构上下协

相互关联袁荣损同在曰价值共存则代表跨区域联合办

调尧公平合作尧合理分工的办赛方式遥 在跨区域联合

赛的多元主体具备区域命运融合的理念袁 从而认识

办赛中政府主体应始终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袁 负责串

到其价值所在遥 利益追求是社会合作发展的关键纽

联各地区相关部门尧 机构共同制定赛事发展远景规

带 [10]袁跨区域联合办赛多元 主体 的 长远 利益 是 希 冀

划袁调配公共资源等曰行业协会需聚焦体育赛事专业

借助这一创新行为突破行政区壁垒袁 消解政府与市

性服务袁保障体育赛事在规则尧规程框架下袁顺利尧高

场的屏障袁促进不同地区政府主 体间尧市场主体间尧

效运行曰市场企业则以合作共赢为指导思想袁联袂各

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间构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袁从

地区体育赛事市场主体袁自由配置赛事资源袁并发挥

而实现区域体育赛事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遥 在利益共

市场主体的灵敏洞察力尧灵活执行力袁实现区域体育

生尧价值共存的理念驱动下袁跨区域联合办赛可以从

赛事市场供需动态平衡遥

简单地跨越边界合作办赛演化至赛事诸多功能融

合袁再趋向体育赛事一 体 化建 设 [11]遥 但 与此 有 悖 的

是袁 长期计划经济沿袭下形成的行政区划尧 市场壁
垒尧思维惯性以及政府与市场间的隔阂袁使得各地区
在管理辖区部分赛事项目时不自觉地忽略了利益共
生与价值共存的理念认识袁故此袁跨区域联合办赛多
元主体应坚持区域赛事命运一体的理念袁 各地区政
府主体间尧 市场主体间积极架构横向的赛事利益共

生格局袁建构纵向维度的野政府要市场要社会 冶三 级
赛事主体利益联绑袁以利益共生为推动袁强化价值共
存认识遥

资源要素是助力体育赛事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
效益的基础条件袁 也是架构跨区域联合办赛模式的
关键纽带遥 资源要素流动不畅或配置不当是掣肘体
育赛事快速发展尧 造成区域体育赛事不平衡不充分
的重要原因遥 首先表现为地区资源禀赋不足导致承
办大型体育赛事能力受限袁当人力尧资金等资源要素
欠缺时袁扩大体育赛事规模难以为继曰其次严重制约
赛事质量的提升袁科技创新不足尧人才素质不高和资
本市场乏力等局限袁 导致在体育赛事迈向高质量发
展的进程中无法提供创新动力曰 最后难以保障体育
赛事的可持续发展袁 如果一场赛事消耗了大部分甚

跨区域联合办赛要求多地区共同举办袁 互联互

至全部的资源要素袁 就会导致赛事后期投入无法跟

通袁这亟待多元主体共同驱动遥 现有案例不难发现袁

进并造成可持续发展能力匮乏遥 跨区域联合办赛可

办赛相关主体主要分为三类院 第一类是以政府机关

加快推进资源互通尧要素共享袁从而化解虹吸效应尧

为主的行政部门袁如地方政府尧体 育局等曰第二类是

极化效应等引起的不平衡不充分困局袁 实现体育赛

以行业协会为主的社会组织袁如体育总会尧单项运动

事资源要素在区域内循环流动袁推动区域循环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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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袁一是袁秉持利益共生尧价值共存的理念袁充分
发挥多元主体驱动作用袁促进行政资源尧市场资源尧
公共资源等在区域内循环流动袁 架构起各地区多元

对政治能力提升尧 经济结构优化等具有明显的促进

作用 [21] 袁但在属地管理思维下袁各地政府会为了获得

自身利益而采取各自为政的治理行动袁 极易切断与

主体横向尧纵向之间的交叉联系袁促使体育赛事资源

其他地区的合作联系袁 形成相对独立或相互竞争的

要素跨区域尧跨部门尧跨行业的互通与共享曰二是袁积

关系袁最终导致治理动力分散遥

极构建体育资源交易平台袁通过平台资源整合尧信息
发布尧项目孵化尧资源配置等功能袁促使 各地区资源
相互流通尧交汇尧互补尧融合袁以破解地区资源稀缺性

问题 [14] 袁实现资源交易市场化尧规范化和多方利益最
大化遥

跨区域联合办赛治理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
理工具的选择袁 由此也决定着跨区域联合办赛长期
效应的发挥遥前文已知袁跨区域联合办赛的功效与价
值在于其倒逼机制能打破区域壁垒袁 增进区域文化
认同袁 但现阶段跨区域联合办赛仍存在一个普遍性

跨区域事务治理已经从公共危机等突发事件扩

问题袁即一旦体育赛事活动周期结束袁各地区的合作

展至生态尧海洋等环境事务袁并逐渐延伸至基础设施

管理与协同治理也随之烟消云散袁 并滞留一些后期

建设等公共事务

袁成为覆盖社会各领域的治理方

问题袁如赛事诱发的环境破坏尧场馆设施整改修缮以

式遥跨区域联合办赛实际上是一个治理过程袁强调各

及资源浪费等问题则会演变为地方政府需要处理的

行为主体间的合作互动袁 从而实现跨区域联合办赛

事务袁严重消减跨区域联合办赛带来的积极作用袁限

[15-18]

有序进行与高效发展 [19] 遥 虽然我国跨区域联合办赛

制其长期效应的发挥遥究其原因袁就是治理工具选择

的实践袁伴随大型赛事的举办早已有之袁但囿于理论

不明遥跨区域联合办赛的治理既包括相关政策制度尧

研究缺乏和经验不足袁依然存在治理动力分散尧长期

协作措施尧办赛方案等文件的制定袁也涵盖市场有序

治理效应匮乏和治理主体权责模糊而导致治理失效

发展尧运营企业竞争合作等问题的处理袁更与居民的

的困境遥

生活尧生产与消费息息相关袁故此袁必须选择科学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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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治理工具以促使跨区域联合办赛的价值与功效
的长期发挥遥当前袁跨区域联合办赛多依托具有强制
跨区域联合办赛治理是基于统一制度安排下实

效应的政策指令等政策工具推进协同治理袁 虽然具

行的不同地区分工与协作的治理袁 由于跨越多个地

有高效率优势袁但某种程度上会引发高成本袁压制市

区使得这种治理方式会出现赛事管理缺位尧 各地发

场主动性尧限制跨区域治理的长期效用等问题遥倘若

展失衡尧地方利益难以保障等问题袁因此袁跨区域联

通过以竞争机制尧 价格机制为手段的市场工具治理

合办赛往往采取在统一规划下的分权式治理袁 即形

跨区域联合办赛袁虽然可以发挥自由配置资源尧自由

成属地管理袁 各地区对本辖区的赛事运营与管理负

竞争等优势袁 但是又会缺乏行政力量的指导难以使

责遥 例如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在北京奥组委的统一领

各地区达到高度协同的程度遥诚然袁为保证跨区域联

导下袁通过在青岛尧天津尧河北尧上海等地分设管理机

合办赛的治理成效发挥长期作用袁 就必须优化治理

构袁管理该地区承接的赛事活动 [20]遥 这种治理权力下

工具的选择与使用遥

放的方式实际上更好地发挥了属地优势袁 完善了体

育赛事跨区域联动合作并保障赛事有效运行遥但是袁
跨区域办赛不仅牵涉政策制度安排袁 而且还涉及资

不同地区的多元主体在参与跨区域联合办赛的

金投入与利益获得等问题遥 体育赛事资金投入包括

治理过程中往往会因为权力与责任划分不明晰袁导

对赛事运营管理尧基础设施尧装备制造等方面的直接

致利益分配不当袁 这会引发主体参与治理的主动性

投入以及赛事相关产品 研发尧赛事服务尧设备维护尧

和积极性受到影响袁致使治理失效遥明晰权责划分和

人员保障等方面的间接投入遥在统一治理方式下袁赛

利益分配的主要目的是保证跨区域联合办赛参与主

事资金投入由指定单位或政府部门负责袁 但在实行

体在获取自身利益的同时袁 实现所办赛事利益的最

属地管理之后袁 赛事资金的间接投入往往由地方政
府负责拨款袁例如赛事场馆的维护与维修尧服务人员

大化 [22] 遥 由于办赛不同地区所承担的在比赛项目尧运
行环节尧工作职能等方面的职责不尽相同袁很难采用

报酬等袁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遥尽管

标准化的制度文件尧 法律依据进行权责划分与利益

体育赛事对地区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袁 尤其是

分配遥 即使在长三角尧京津冀尧珠三角等一体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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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区域袁依旧未能解决跨区域事务的权力划分尧

的难度更大遥 跨区域联合办赛是基于不同地区优势

责任归属问题袁 多元主体在责权模糊时依然会出现

而组织与运行的袁故此袁必须依据比赛 项目特点尧资

结构性矛盾

源需求以及办赛经验等选择与赛事匹配的地区袁充

[14]

袁故此亟待依 据跨 区域 联 合办 赛的 特

征袁 借助政府力量完善权责划分与利益分配的长效

分发挥地区优势并架构更加合理的分工格局遥 2022 年

机制袁保障跨区域的主体平等尧互信互利遥 现阶段我

北京冬奥会是典型的跨区域联合办赛袁 积极响应京

国跨区域联合办赛的权责尧 利益问题处理基本上依

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袁充分利用北京市尧河北省的优势

赖行政力量的调控袁这会暗生出利益争抢尧权力割裂

与条件袁 构成合理分工与务实合作遥 一方面袁 借助

等诸多隐患遥诚然袁在跨区域联合办赛治理这项复杂

2008 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场馆优势尧 办赛经验袁将

的事务中袁 权责划分与利益分配既关系多元主体间

开幕式与闭幕式等主要活动安排在位于北京市的国

的合作进度与协同程度袁 也关乎体育赛事跨区域的

家体育馆遥 同时袁 结合北京市现有场馆改建了竞赛

治理与发展袁利益交织尧权责交 错等问题袁若得不到

馆尧训练馆袁进行冰上项目的比赛遥另一方面袁对张家

妥善解决袁将会导致治理失效遥

口市原有的场馆进行改造与扩建袁 发挥云顶山地理
优势袁举办自由式滑雪尧跳台滑雪等雪 上项目比赛遥
基于各地区资源禀赋尧 地区优势以及办赛经验等开
展的合理分工和务实合作袁 可以提升跨区域联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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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作为社会大众关注高尧 产业带动能力
强以及参与主体关系杂的重大事件袁 在治理方面具

等问题遥

有天然的复杂性与挑战性袁 跨区域办赛又牵涉不同
行政地区和多元主体袁 使得跨区域与体育赛事在互
构互建的过程中加大了治理难度袁 这就决定不能仅
依靠单一主体承接治理的核心领导权袁 而应该是一
种在社会功能框架下的政府尧 市场等多重力量进行
协同治理的方式遥 跨区域联合办赛协同治理要发挥
政府尧市场尧社会的力量袁为解决共同问 题而采取正
式或非正式的方式互动决策袁 并分别对结果承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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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的治理效率袁也可以有效规避重复建设尧资源浪费

跨区域联合办赛协同治理强调多地区尧 多主体
的交互和整合袁 边界叠加与交错是诱导政府权力分
割尧责任模糊尧市场割裂尧主体恶意竞争的重要原因袁
会直接导致政府失信尧市场失灵袁从而使得跨区域联
合办赛协同治理的主体在立场尧目标尧权力与责任等

应责任 [23] 袁这是化解当前治理困境的有效方式遥 跨区

方面产生严重分歧袁 造成责权划分不清晰与责任承

面着手 [24] 遥 第一袁构建跨区域联合办赛多元共治的格

是仍没有形成稳定的治理结构与有效的治理 机制袁

域联合办赛协同治理应注重从主体尧理念尧工具等方
局袁跨区域联合办赛涉及多地区尧多主体袁这就决 定

了治理过程中不能简单进行权力下放或 各自管理袁
应该始终在统一筹划中进行协同合作曰第二袁强化以
整体利益优先发展的理念认识袁 加强各地区协同治
理袁 并坚持将维护体育赛事整体利益视为跨区域联
动发展的应有之义袁 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利益与地区
利益共赢曰第三袁综合运用政府工具与市场工具袁既
要发挥政府工具治理高效率的优势袁 也要发扬市场
工具资源配置的优越性袁 将治理工具的使用由单一
工具转向混合工具袁使治理效能具有可持续性遥

担方不明确遥虽然跨区域联合办赛实践早已有之袁但
因此袁在协同治理过程中必须发挥政府尧市场与社会
作用袁能否明确定位尧划权定责成为协同治理成败的
关键遥 一是袁要设立联合办赛相关政府单位尧部门间
的责权清单袁包括不同地区的上下级尧平级单位或部
门袁 围绕各单位或部门在跨区域办赛中承担的具体
事项和责任制定责权清单袁 强调在权限和义务的框
架内加强部门间尧地区间的协同治理袁避免出现赛事
治理权力交叉或治理盲区等问题遥二是袁要明确政府
与市场尧 社会之间的责权边界袁 实现权力下放和转
移遥发挥赛事运行企业尧行业协会在跨区域联合办赛
治理中的主动权与选择权袁自由配置市场资源袁缓解
政府在赛事运行中过度承担资金的压力袁 从而切实

亚当窑斯密在叶国富论曳 的开篇便阐释了分工与

加强跨区域联合办赛协同治理能力袁并提升治理效果遥

效率的关系 [25] 袁突出合理分工可 以 提升 生产 效 率 并

助力经济增长遥 跨区域联合办赛是超越单一行政区
并形成多地区空间合作的复杂性事件袁 错综复杂的
关系与相互交叉的工作等致使治理效率与成效提升

跨区域联合办赛既是体育赛事自身有序运行与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诉求袁 也是促进区域高质量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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