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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study the applicability condition,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the operation process and the mode 

points of the common operation mode of the large stadiums and gymnasium in China.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operation 

orientation, from the reality of the optical valley international tennis center, to carry ou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demonstration,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the use of venues resources, play the basic role of the market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so as to select the appropriat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l to provide the necessary theoretical basis and clear 

operation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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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拟对当下中国大型体育场馆常用运营模式的适用性条件、优劣特点、操作流程、模式要点等方面进行选

择性研究，在运营定位的指导下，从光谷国际网球中心的实际出发，进行全面分析论证，充分开发利用场馆资源，发

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作用，从而为其选择适宜的运营管理模式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明确的操作思路。 

关键词：大型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模式，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1．引言 

大型体育场馆作为承办大型赛事的必要物质基础和

前提，历来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各级政府曾先后

投入巨资修建了数量较多的大型体育场馆。在计划经济

时期，国家对大型体育场馆实行统收、统支、统管，经

费由国家统一下拨，场馆功能比较单一，使用率低[1]。

随着体制转轨，体育由事业型向产业型转变，而这一转

变的核心问题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经营权与所有权

如何分离，则是选择何种运营模式的问题。众所周知，

体育场馆运营模式的选择对其经营状况的改善具有重要

的意义，而大型体育场馆如何根据其自身的特点选择科

学的、适宜的运营模式，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道难题[2]。

为了合理地搭建光谷国际网球中心的运营体系，实现高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运营效果，有效地加快武汉地区

网球运动的发展进程，提升武汉市城市综合实力和影响

力，选择适合光谷国际网球中心的运营模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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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从光谷国际网球中心的实际出发，进行全面

分析论证，充分开发利用场馆资源，发挥市场在配置资

源中的基础作用，从而为其选择适宜的运营管理模式提

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明确的操作思路。 

2．研究方法 

2.1．文献资料法 

查阅相关文献，系统地了解自1984年来，大型体育

场馆由事业型管理向经营型管理的转变情况，查阅国内

外有关大型体育场馆的运营管理、体育场馆与赛事运作、

体育场馆与大型文艺活动、体育社会学等方面的论文，

从多学科的视角来探讨湖北省大型体育场馆运营模式的

理论分析。 

2.2．访谈法 

深入调查研究，通过走访、座谈相关专业人士，了

解有关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大型体育场馆运营管理企业、

体育场馆的管理人员等相关群体，对大型体育场馆运营

管理的意见与建议，获取深度的一线材料。 

2.3．逻辑推理法 

以大型体育场馆与城市建设的相互关系为逻辑起点，

对收集的文献资料进行系统的分类整理，归纳、推理出

相关结论，完成从感性认识上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在此

基础上撰写分析报告，提出适合光谷国际网球中心的运

营管理模式。 

3．结果与分析 

3.1．大型体育场馆主要运营管理模式及其优缺点分析 

目前，中国大多数的大型体育场馆设施可选择的运

营管理模式主要有： 

3.1.1．自主运营 

自主运营主要是大型体育场馆在体育行政部门的领

导下，由政府全额或差额拨款，体育场馆所属部门组织

一个机构或由专门的体育场馆管理人员负责其运营[3]。

该方式运营压力较小，有助于上级部门监督控制，但场

馆利用率较低，工作人员主观能动性一般不强。 

3.1.2．合作运营 

指以大型体育场馆的土地、房屋或其他设施作为投

资，其他投资者以现金、设备、管理等作为投资，共同

运营大型体育场馆的运营模式。合作方式能够提高场馆

利用率并引进先进管理理念和经验，但管理过程中权责

不够分明，容易引起纠纷。 

3.1.3．委托运营 

指大型体育场馆的业主将其拥有的大型体育场馆的

运营权委托给运营机构，由该运营机构负责大型体育场

馆的运营。委托运营可以缓解财政负担，提高场馆运营

效果，但是场馆业主对运营方的过多干涉也可能会影响

场馆运营活动[3]。 

3.1.4．租赁运营 

指大型体育场馆的业主向承租人收取一定金额的租

金，而将场馆租赁给运营公司，运营公司自收自支。该

方式手续较简单，能够减轻财政负担。 

3.2．其他省市大型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模式的选择与借鉴 

中国大型场馆的运营管理存在多种模式，也面临许

多困惑，怎么解决场馆运营中面临的困惑，是我们长期

思考的问题[4]。全面考察其他运营情况较好的大型体育

场馆所采用的运营管理模式，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借

鉴。 

3.2.1．深圳湾体育中心运营管理模式分析 

深圳湾体育中心是一个大型综合性体育场馆。在设

计之初，中日两家设计方就充分考虑了体育中心与周边

环境的融合。深圳湾畔所在地块是南山的一块宝地，未

来的规划是高端金融商务区，所以深圳湾体育中心也进

行了一体化紧凑设计。其以大型赛事为依托，以全民健

身为重点，目标是成为集体育比赛、运动训练、全民健

身、会展博览、商贸购物、文艺汇演、休闲娱乐、旅游

观光于一体的国际化综合性大型体育中心。其“一场两馆”

的一体化设计，与商业设施、运动员接待中心复合，更

有效、灵活的互相利用各种配套设施。 

深圳湾体育中心的运营模式为委托经营，由深圳南

山区政府将场馆委托给华润置地发展有限公司。双发达

成如下协议：1）政府设置公益活动指标;2）政府在法律

范围内争取给予华润置地最大程度的税收优惠;3）公益

性文体设施的土地税、房产税给予减免;4）维修、保养

费用由政府承担;5）华润置地控股母公司进行连带责任

担保。 

3.2.2．深圳龙岗体育中心（大运中心）运营管理模式分

析 

深圳龙岗体育中心所在的龙岗区，以龙岗体育中心

为核心形成的“大运新城”，带动了周边地区发展，进一

步完善城市功能。大运中心的场馆建设使其周边地区的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实现大幅提升，存量土地资源的发展

和深圳大运赛事带来的城市关注度，使大运新城具备了

比其他新城更好的发展条件。其秉着“品牌价值高”与“远

离市中心”并存的发展理念，周边配套主要设置五星级酒

店、商业步行街、极限运动城、国际自行车赛场、养生

会所、全民健身广场、运动员公寓等。 

深圳龙岗体育中心的运营模式是以契约方式实现政

府所有、企业运营的产权分离体制，明确场馆资产及周

边土地资源由市政府所有，将资产委托龙岗区政府代管，

由区政府委托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运营。龙岗区政

府与佳兆业集团采用BOT的委托经营模式，即政府部门

将大运场馆交给佳兆业以总运营商的身份进行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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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期限为30年。约定期限届满后，场馆无偿交回给政

府部门。 

3.2.3．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运营管理模式分析 

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位于广州萝岗区，为广州亚

运会篮球比赛新建场馆。像美国体育馆诞生了NBA篮球

文化一样，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想做的不仅是办几场

演出。其认为，聚集人气，传播文化，才是一个场馆的

真正价值。为进一步让该场馆成为顶级娱乐目的地，场

馆周边设置了许多商业娱乐区，包括购物中心、体育文

化广场、影院、音乐厅、五星级酒店等。 

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采用委托经营模式，由广州

开发区管委会批准、广州凯得控股有限公司出资设立全

资子公司--广州凯得文化娱乐有限公司投建场馆。经广州

凯得文化娱乐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凯得体育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负责该场馆的运营、管理与推广。 

3.2.4．选择租赁运营模式的大型体育场馆分析 

表1 租赁运营模式场馆案例概要表。 

体育场馆名称 规模 区位环境 租赁年限 出租方 承租方 运营方式 

义乌梅湖体育中

心 

占地面积约66.3

公顷，包括体育

场、体育馆和游

泳馆。 

位于义乌市中

心，北临乌江，

周边学校、住宅

较多。 

租赁期为2002

至2017年，共

15年 

义乌国有资产

经营公司 

中国小

商品城

集团 

政府建设、企业运作。租赁期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为3年免租建设期，2005-2008

年为试运营阶段，租金100万元/年，第三阶

段每年上缴租金450万元。从2002年运营至

2006年 ，已举办66项大型体育文化活动，不

少赛事具有重大影响力。 

北京国家网球中

心 

占地面积16.68

公顷，共18片网

球场地，主场馆

有可开合屋顶 

位于朝阳区奥林

匹克森林公园

内，北邻北五

环，附近有地铁

站，交通便利。 

短期赛时租赁 
世奥森林公园

公司 

北京中

网公司 

中网公司只在中网公开赛时租赁场地，不负

责安保、保洁、设备操作等工作，费用每年

约1100万。通过短期租赁节约成本并将重点

放在赛事上，中网公开赛已成为北京的品牌

赛事之一。 

上海旗忠网球中

心 

占地面积5.08公

顷，共25片网球

场，主场馆有可

开合屋顶。 

上海西南闵行区

马桥镇，位置较

偏远。 

短期赛时租赁 
闵行城市建设

投资开发公司 

上海久

事公司 

久事公司只在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时租赁场

地，不负责安保、保洁、设备操作等工，费

用为每年1000万左右。 

 

通过对上述选择租赁运营模式的大型体育场馆的分

析，我们得出：1）在场馆能够承办多种体育项目的情况

下，通过租赁模式将场馆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

以体育赛事为主，将体育场馆进行市场化操作，利用体

育赛事与城市发展的良性互动，可以实现业主、运营方

的共赢；2）在场馆功能单一的情况下，运营公司以短期

赛时租赁为主，将主要工作重心放在打造赛事品牌上，

压缩成本节约人力，从而实现公司的盈利；3）租赁运营

模式不涉及场馆产权的转让，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仍由

业主缴纳，因此运营方可以节省支出；运营方能够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较为自由的开展经营活动，不受业主的

过多干涉，因此经营积极主动性较高。 

3.2.5．选择委托运营模式的大型体育场馆分析 

前文详细介绍的深圳湾体育中心以及深圳龙岗体育

中心都为典型的委托运营模式，这里不再赘述。下文列

举几个其他城市采用委托运营模式的大型体育场馆。 

表2 委托运营模式场馆案例概要表。 

体育场

馆名称 
规 模 区位环境 

委托 

经营 

范围 

委托运

营年限 
业主方 管理方 合同要点概述 

安徽合

肥奥体

中心 

占地面积521亩，建筑面

积15.3万平方米，总投

资约15亿元。包括一座

主体育场、一座综合体

育馆、一座游泳跳水

馆、一个三星级的体育

宾馆及附属用房等设施 

位于合肥市政务文

化新区南部，北临

习友路，南临环区

南路，西临奥体西

路，东临潜山路，

交通便利，属于未

来政务文化集中区 

建设用地红

线范围内建

筑、场地、

设施设备、

物品等物业 

9年 

 

2010年

始 

合肥政

务文化

新区开

发投资

有限公

司 

中体产

业集团

股份有

限公司 

1、政府补贴：采取“3+6”的补贴取费模

式。即:运营管理的前三年,由业主方对管

理方日常体育场馆及设施设备的维修、维

护,人员工资,场馆运营性装饰、改造,日常

管理支出等进行补贴;从第四年开始,管理

方缴纳资产使用费,且每年资产使用费不少

于300万元；2、设置公益活动及全民建设

指标要求；3、设施文艺演出活动、体育

赛事举办场次指标要求。 

马鞍山

市体育

会展中

心 

项目总占地面积约750

亩，总建筑面积约17.1

万平方米，包括“一场四

馆”（体育场、体育馆、

游泳馆、网球馆、会展

中心） 

位于安工大东校区

以北，霍里山大道

以东，地处主城区

与秀山新区交界

处，交通便利，为

地标性建筑群 

综合体育

馆、会展中

心、主体育

场、游泳

馆、网球馆

及其外环境

范围内的资

产 

13年 

 

2013年

始 

马鞍山

市城市

发展投

资集团

有限责

任公司 

赛维爱

玛（北

京）体

育文化

发展有

限公司 

1、资产使用费：共计不低于500万元，管

理方分年支付；2、履约保证金共计300万

元；3、业主方给予体育会展中心的大型

建筑和重要设备设施的大修理费用全额财

政资金补贴。4、设置公益活动、全民健

身及举办体育赛事、文化演出活动、会议

节庆展览场地指标要求；5、设置优先保

障政府性活动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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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上述采用委托运营模式的大型体育场馆的分

析，我们发现：1）委托运营模式成为当前大型体育场馆

的主要运营模式选择，并且从体育产业发展趋势来看，

大型体育场馆受托管理方由专业体育企业承担的趋势越

来越明显，且专业体育企业能够很好地发挥其专业化管

理优势；2）委托运营模式下，业主方和管理方的权利和

义务在委托合同中得到明确，委托年限由业主运营理念、

当地体育产业发展趋势及场馆规模属性等因素决定；为

了使场馆前期实现良性运作，业主方一般会给予适当的

经费补贴，同时创造各种条件便于管理方的运营管理；

且各类运营指标要求的设置在保障体育场馆公益性的同

时，也是作为对管理方运营效果的考察条件；3）在委托

运营模式下，管理方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运营能动性，

能够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标，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3.3．湖北省主要大型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模式分析 

3.3.1．湖北省武汉市民之家的运营管理模式 

湖北省武汉市的武汉市民之家采用是典型的自主运

营模式。市民之家是由市政府投资，武汉地产集团建设

并运营管理。武汉地产集团从房屋出租、经营或非经营

区域出租、停车场、物业管理收费等几方面对市民之家

进行经营管理，市政府进行差额拨款，从而达到提供社

会服务、体现社会效益的目标[5]。 

3.3.2．湖北省武汉体育中心的运营管理模式 

湖北省武汉体育中心是由武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投

资建设，委托给开发区国资办独资公司武汉体育中心发

展有限公司全权经营。武汉体育中心以提供专业、高等

体育赛事和商业演出为主，其次提供全民健身等公共服

务[6]。政府每年按2000万—3000万进行补贴。 

3.4．光谷国际网球中心适用性运营管理模式的选择建议 

3.4.1．光谷国际网球中心项目背景分析 

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以下简称网球中心）于

2014年至2018年承办“世界女子职业网球赛WTA超五巡回

赛”（以下简称“超五巡回赛（武汉站）”），该赛事由国

际女子职业网联（WTA）主办，奖金和积分仅次于WTA

皇冠赛，赛事级别较高。 

为了更好地保障“超五巡回赛（武汉站）”的顺利举

办，创造优质的群众观赛环境；敏锐地捕捉网球运动市

场变化特点，释放网球消费需求；合理地搭建网球中心

运营体系，实现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运营效果；有

效地加快武汉地区网球运动的发展进程，提升武汉市城

市综合实力和影响力；选择适合网球中心的运营模式迫

在眉睫。 

3.4.2．光谷国际网球中心运营管理规划的总体定位 

武汉市是中国网球发展的重要城市，也是中国网球

经济发展最成熟的地区，随着“WTA超五巡回赛”这一顶

级赛事的落户，武汉将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而对于

“WTA超五巡回赛”的比赛场馆——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

心（以下简称“网球中心”）的建设和运营，人们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能够有效地化解场馆建设与赛后运

营之间的矛盾，使体育场馆设施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本研究通过对网球中心运营特点的分析总结，

提出了适宜的运营初步方案。 

鉴于网球中心独特的区位环境，武汉市将网球中心

总体定位为国际网球主题公园，通过对场馆及其配套设

施的综合开发，形成集体育赛事欣赏、网球文化推广、

体育运动培训、休闲娱乐旅游于一体的、多元化消费服

务场所，为武汉市民及世界网球运动爱好者带来优质的

网球赛事观赏效果及丰富的体育项目消费体验；为群众

提供优质的体育公共产品，打造开放、现代、时尚、潮

流的体育运动休闲公园；通过对场馆的市场化运营，充

分发挥品牌赛事的放大效应，促进体育产业及关联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7]，

最终成为武汉市新的城市名片。 

3.4.3．光谷国际网球中心运营管理规划的功能板块定位 

根据网球中心总体定位，结合中心运营目标及场馆

设施特点，将网球中运营划分为四大功能板块： 

（1）体育赛事板块 ：以“WTA超五巡回赛”为主，

引入各级别网球赛事，形成层次化、规模化网球赛事板

块，同时引进武汉市民喜爱的羽毛球赛事、篮球赛事等，

丰富网球中心体育赛事体系；（2）文化演艺板块：以年

轻化文艺系列演出形式为主，如草莓音乐节、迷笛音乐

节等，集聚人气；发展具有较高上座率的一、二线明星

演唱会，推广本地特色演出形式，以丰富文化演艺活动；

（3）体育培训板块：以青少年网球运动培训为主，联合

奥体中心体育项目设施，开发与网球相呼应的体育运动

培训内容：高尔夫运动；（4）主题休闲娱乐板块：以

“主题区”为板块构成元素，包含主题餐饮区、主题酒吧

区、主题网球体验区、主题休闲区、主题运动区、主题

网球博物馆区、企业俱乐部等。 

3.4.4．光谷国际网球中心运营管理模式的选择原则 

光谷国际网球中心的运营目标，是在“专业化管理”

的指导原则下，有效整合优质资源，提高网球中心专业

化管理水平，在保障WTA超五巡回赛（武汉站）的顺利

举办的同时，满足网球中心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经

营目标，从而进一步扩大网球中心的影响力，有提升武

汉市的城市形象和城市竞争。 

参照光谷国际网球中心的建造目的及其定位，本研

究为其选择运营管理模式提供了几个基本原则：1）优化

网球中心资源配置，提升网球中心运营水平，降低运营

风险，促进“WTA超五巡回赛（武汉站）”的可持续发展；

2）主导网球产业价值链建设，合理开发与利用其它体育

项目资源，实现网球中心多元化经营目标[8]；3）确保网

球中心专业化管理质量，提升区域内场馆服务水平，加

大网球中心社会效益影响力；4）有效提高单位成本收益，

实现“降本增效”的总目标，最终减轻政府财政负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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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光谷国际网球中心运营管理模式的选择建议 

目前，国内大型体育场馆的运营主要有租赁运营、

委托运营等多种模式，模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场馆的核

心定位。场馆的运营管理，既要体现公益性作用，又要

创造经济效益；既要提高市场竞争力，促进体育产业持

续发展，又要展现城市发展美好形象[10]。 

租赁运营模式下，运营方将重心放在打造赛事品牌

上，能够较自由的开展经营活动，最大限度创造经济效

益。上海旗忠网球中心及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采用都是租

赁运营的模式。委托运营模式下，运营方能够保障场馆

公益性，同时还能够结合体育产业发展，对场馆进行多

元化开发。委托经营模式是当前大型场馆的主要运营模

式，武汉体育中心及武汉琴台大剧院采用的是委托运营

管理模式。 

根据其他省市大型体育场馆与湖北省主要大型场馆

运营模式的分析，结合光谷国际网球中心运营管理规划

的总体定位，综合来看，委托运营模式更符合场馆运营

管理需求。委托运营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场馆的公益性，

更大程度上获得政府政策支持，更全面对场馆及配套设

施进行开发，更好地促进体育产业及其关联产业发展，

更大限度实现经济效益，更好地展现城市的知名度与美

誉度。 

3.5．研究结论 

根据光谷国际网球中心运营定位及运营目标，结合

网球中心固有的社会属性特点，通过本文研究分析，“委

托运营模式”较为符合网球中心的运营定位和运营需要，

能够很好地实现网球中心的建设目标。委托运营模式下，

通过“专业化管理”手段，实现优质资源的有效整合，从

而能够提高网球中心专业化管理水平，在保障“WTA超五

巡回赛”的顺利举办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满足网球中心社

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经营目标，从而进一步扩大网球

中心的影响力，有提升武汉市的城市形象和城市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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