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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体育保险制度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毛伟民7 

（潍坊学院 体育系，山东 潍坊  261061） 
 

摘      要：我国保险制度的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差距,体育保险制度的差距尤为明
显。对国外体育保险制度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各个国家有不同的体育

保险制度模式：(1)政府主导参与型体育保险制度模式；(2)政府支持下的民间体育保险制度模式；
(3)政府资助的商业性体育保险制度模式；(4)政府重点选择性扶持型体育制度模式；(5)政府垄断经
营体育保险制度模式。国外体育保险制度模式给我国的启示是，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结合国情，

逐步建立和完善体育保险制度，以推动体育保险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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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sports insurance system modes and their inspiration to China 
MAO Wei-min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Weifang Institute，Weifang 261061，China） 
 

Abstract: The level of overall development of insurance systems (especially the sports insurance system) of China 

is lower than that of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author studied foreign sports insurance system modes and their inspi-

ration to China,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sports insurance system 

modes: 1) sports insurance system mode governed and participated by the government; 2) civil sports insurance 

system mode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3) commercial sports insurance system mode sponsored by the govern-

ment; 4) sports insurance system mode selectively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5) sports insurance system mode 

monopolistically run by the government. The inspiration of foreign sports insurance system modes to China is that 

China should gradually establish and perfect the sports insurance system by referring to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coupled with Chinese circumstances, so as to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surance undert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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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体育保险起步于 1998 年，商业保险进展缓

慢，主要是赞助公益性模式，覆盖面小，目前仅在

国家和地方体育专业队开展[1]。随着 2008 年北京奥

运会和 2010 年广州亚运会的临近，以及加入 WTO

后过渡期的结束，国际先进体育保险机构加快进入

我国体育保险市场的进程。由于发达国家体育保险

制度较为完善，研究其制度模式及启示有重要意义。 

 

1  国外体育保险制度的几种模式 
体育保险制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长期体育保

险经营和市场监管实践中形成的、被依法认可并广

泛运用的一种组织管理形式。它对体育保险市场的

经营和管理以及稳健发展，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

响。由于世界各国的体育保险有自己的发展、操作

方式、地域特征以及法律制度、社会、经济等特点，

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体育保险制度模式，具体可以归

纳为以下 5种。 

1)政府主导参与型体育保险制度模式。 

该制度模式以国家专业体育保险机构为主导，

对政策性体育保险进行宏观管理和直接或间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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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实行这种制度模式的国家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代

表。这种制度模式有健全的体育保险法律法规为依

托，建立了由政府组建的官方的体育保险公司来提

供直接体育保险和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的政策性的

全国体育保险公司开展体育保险业务。 

2)政府支持下的民间体育保险制度模式。 

实行这种模式的主要有日本。其特点是：(1)政

策性非常强，国家通过立法对参与竞技体育的运动

员及教练员等相关人员法定强制保险[2]，其它体育运

动实行自愿保险；(2)直接经营体育保险的机构是不

以赢利为目的的民间保险公司，政府的主要职能是

进行监督和指导，提供保险、保费补贴和管理费补

贴。 

3)政府资助的商业性体育保险制度模式。 

实施这种制度模式的主要是一些西欧的发达国

家，如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等。该制度模式

主要特点是：(1)全国没有统一的体育保险制度和体

系，政府一般不经营体育保险；(2)体育保险主要由

私营保险公司经营。运动员自愿投保，同时为了减

轻参加体育保险的运动员的负担，政府给予一定的

保费补贴。 

4)政府重点选择性扶持型体育保险制度模式。 

这种制度模式以一些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为代

表，如泰国、菲律宾、孟加拉国等。其特点主要表

现在：(1)体育保险主要由体育保险专门机构或国家

保险公司提供，组织形式主要是联合共保或政府参

与；(2)体育保险险种少、涉及范围小，且多处于试

验阶段，主要承保的是运动员；(3)参与保险的形式

大多数是强制保险，并且一般都与运动员相联系。 

5)政府垄断经营体育保险制度模式。 

这种制度模式以前苏联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有：

(1)体育保险组织形式主要是由国有保险公司经办，

以集中统一的国家体育保险机构(前苏联的国家保险

局)对体育保险实行垄断性经营；(2)体育保险实施方

式主要是实行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

制体育保险为主；(3)体育保险发展的起伏很大。采

用这种制度模式的国家除前苏联外还有一些东欧国

家，如罗马尼亚、波兰、东德等，但苏联解体和东

欧剧变之后，该模式已渐近消失。 

 

2  国外体育保险制度模式的基本特征 

2.1  体育保险具有强有力的法律制度保障 

体育保险的发展是以法律制度的完善为基础

的。体育保险作为体育发展的保护制度，对相关法

律制度的依赖性相当强。目前发达国家都有较完备

的体育保险法律制度体系，从法律上规定了政府对

体育保险的支持。多数发达国家规定，体育协会、

联合会乃至俱乐部举行体育比赛必须给运动员上保

险，有关俱乐部的训练活动也必须上保险。 

美国是体育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一切按

市场原则行事，但也对体育保险制定了相应的法律

制度。《社会保障法》的实施在美国形成了一套以残

疾和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公共援助以及健康与福

利服务为主干的社会保障制度，职业运动员作为以

体育为职业的劳动者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障。在商业

保险方面也有相应的规定，包括健康保险、责任保

险、运动伤残保险和体育赛事保险等。此外，美国

还专门为国家代表队规定了保险，职业运动员一旦

被选入国家代表队，就由各单项组织负责运动员在

比赛期间的各种保险，如入选奥运代表队，则由奥

委会和奥运比赛委员会负责运动员的各种保险。对

于业余体育活动，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为自己的协

会会员、俱乐部和团队会员以及个人会员参加 AAU

许可的活动时提供保险。 

法国 1984 年的体育运动法中第 37 条和第 38 条

就规定了直接与体育保险有关的条文[3-4]。在日本将

体育保险制度纳入国家的法制化轨道是体育保险事

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日本的许多法律制度都涉

及体育保险，如《新保险法》《健康保险法》《国民

健康保险法》《老人保障法》《体育振兴法》《日本体

育、学校健康重凸法》等，从而保证了体育保险的

实施，使其有法可依。日本的体育保险在社会保障

体系中占的比重大、覆盖范围宽，保证了不同人群、

不同职业、不同领域体育活动的开展。日本的体育

安全保险在其体育社会保险体系中具有代表性，是

日本体育安全协会设立的一种专门的体育保险。体

育安全协会是日本文部科学省认可的，不以盈利为

目的的公益法人，创建于 1970 年，经过 30 多年的

发展，目前已有 53 个体育单项协会加盟该安全协会,

会员人数已达 930 万[5]。 

在澳大利亚，据休闲和运动常务委员会的《澳

大利亚体育保险概览》介绍，同美国一样，职业运

动员享受法定的社会保障，同时，商业性的体育保

险还为体育活动参加者提供了广泛的服务。澳大利

亚充分认识到风险是体育活动的本质属性，因而制

定了更加完备的体育保险安排，有代表性的是新南

威尔士州议会于 1978 年通过的《体育损伤保险法

案》，该法案要求为体育活动参与者的损伤和疾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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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保险保障。另外，个人体育保险计划还为体育组

织中的所有成员提供责任险。正是由于这些措施，

公共责任险的覆盖面达到了 100%[6]。 

2.2  体育保险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 

美国的体育保险原则上实行自愿保险，但对运

动员参加保险有明确规定，不参加政府体育保险计

划的运动员不能参加竞技体育比赛，这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了事实上的强制体育保险。意大利《体育法》

明确规定：“职业俱乐部保险将运动员收入的 4%~5%

作为保险费用。”[7]在澳大利亚，体育保险的对象不

仅包括健康人的体育组织，如国家一级和州一级的

体育组织，也包括残疾人体育组织；另外，像组织

探险等活动的户外休闲体育机构同样受到体育保险

的保障。 

日本的体育保险除了面向专业体育运动员及教

练员等相关人员外，还面向大众体育活动，包括外

国留学生的体育保险。因此，许多国家在建立对体

育保险的支持保护体系时探索建立政策性体育保险

制度，并对体育保险实施一定程度的行政保护。 

2.3  政府对体育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 

体育保险的保险人，把体育保险风险责任集于

一身，按照大数法则原理和体育保险经营规律，必

须通过再保险方式，在更大范围内分散风险，分摊

损失，在大型赛事风险频繁发生的情况下，体育保

险再保险显得更为重要。国外体育保险都以各种再

保险组织进行分保。美国通过联邦体育保险公司对

参与体育保险的各种私营保险公司、联营保险公司

和再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支持。日本体育保险则由

中央政府为体育保险再保险。西方发达国家的体育

保险管理体制一般呈金字塔机构，从塔尖至塔基的

所有体育保险均是再保险公司的保险对象。 

2.4  健全的体育保险监管体制，详实的监管内容 

国外体育保险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是

有比较完善的体育保险监管机制，并有一套完整的

监管法律制度体系。例如，美国为了保证体育保险

监管的平等、公正、公开，实行立法、司法和行政

三方面共同参与的体育保险监管体制，对体育保险

公司实施严格的监督管理[9]。同时，美国体育保险业

务的监管内容多、范围广，并有明确细致的规定，

可操作性强，便于及时监督管理，从而保证了体育

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2.5  健全的体育保险营销体制 

世界体育保险营销体制在经历了多年的探索发

展后，已逐步形成了适合各国自身特色的经营体制

与模式。 

英国是世界现代保险制度的发祥地，享有世界

保险王国的美誉。其体育保险营销体制与保险市场

一样成熟和完善，私营保险公司占据了大部分市场，

为体育保险经纪人所控制。在体育保险营销方面，

以体育保险经纪人制为主体，辅之以代理制和直销

制。 

美国的体育保险营销体制包括体育保险代理

人、体育保险经纪人、体育保险公司职员以及各种

直销组织渠道等，顾客投保十分方便。体育保险代

理人是美国体育保险市场的中心角色，体育保险公

司在不同险种领域，可利用各种不同类型的代理人。

体育保险代理制度是美国营销体制的一大特色，与

其它营销组织形式如直接销售、定点销售等相配合，

构成了完备的体育保险营销体系。 

德国是欧洲第二大体育保险市场，不仅拥有 800

多家保险、再保险公司，还培育了像安联、慕尼黑

等一批经营体育保险的世界顶级公司。德国的体育

保险市场营销体制以代理制为主体，尤其是以专用

代理人为中心，辅之以体育保险经纪和直销制度等。 

  法国是欧洲第三大体育保险市场，目前，从事

体育保险经营业务的保险公司近 150 家，在体育保

险营销体制方面，主要采用总代理人制、经纪人制

及推销员制的营销体制。总代理人通常由所属的体

育保险公司赋予一定地区的独立推销权，并负责内

容较复杂的体育保险商品推销。至于体育保险经纪

人，则负责以体育企业财产保险为中心的复杂体育

保险商品的推销。在法国的体育保险营销组织方式

中，只有总代理人按照法律规定，应专属于某一体

育保险公司，其他组织方式则无此规定。 

日本的体育保险营销体制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主要依靠公司外勤职员直接销售及代理，体育保险

经纪人的势力不大。这是因为市场上体育保险公司

不是很多，利用员工直销和代理人推销完全可满足

市场需求及体育保障业务的发展。体育保险营销，

主要采用保险公司业务员(外勤人员)直接销售的体

制。 

 

3  国外体育保险制度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3.1  借鉴国际经验，立足国情，建立和完善我国体

育保险制度 

我国体育保险制度由政府确立和主导，保险公司

和投保人参与组织管理，以体育保险为基础多元融资

以解决竞技体育保险、学校体育保险和群众体育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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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我国体育保险业没有一套比较完善的体育保险制

度，这是造成体育保险发展落后的制度性原因[3]。 

1)建立和完善我国体育保险体系。 

近 10 年来，我国的体育保险事业得到了快速

的发展，取得了可喜成绩。但由于完全依赖商业保

险，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市场体系，加上商业保险市

场也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市场还很不成熟、

不规范，这就形成了体育保险急待发展和商业保险

行业纵深发展不够的矛盾。这些因素在不同方面从

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体育保险市场的发育,制约着我国

体育保险事业的发展。我国与体育保险发达国家相

比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见表 1)。 

 

表 1  中外体育保险发展对比 

对比项目 中国 发达国家 

发展历程 
起步较晚，市场不成熟，但发展空间广阔，潜
力较大 

起步早，市场比较成熟，但已接近饱和状态，发展
空间小 

营销渠道 
比较单一，主要靠体育保险公司推销产品，网
上销售尚未普及 

渠道多元化，除体育保险公司外，而且网络销售比
较成熟 

产品体系 
险种单一，类型少，主要是竞技体育保险，学
校体育保险和大众体育保险开展迟缓 

种类多，品种齐全，划分较细，有众多针对个人的
险种，能够满足体育活动方方面面的需求 

保险公司 
数量少，规模小，实力相对弱，对体育保险不
够重视，没有形成有国际影响的品牌 

数量多，实力强，相当一些部分都有近百年的经营
历史，实行跨国经营，重视发展体育保险业 

消费群体 
购买体育保险的积极性不高，国民体育保险意
识匮乏 

国民体育保险意识较高，已养成购买体育保险的良
好习惯 

保险深度和密度 高速增长，但与发达国家水平差距甚远 增长相对缓慢，但水平较高 

法律制度 
尚未出台体育保险法，体育保险法律法规不完
善，责任界定缺乏统一权威的依据，限制了体
育保险的发展 

体育保险法、保险法、商法或民法中制定增补了大
量调整体育保险合同的律法规定，为责任界定提供
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促进了体育保险业的发展 

法律服务 
缺乏人性化，大部分产品往往只是事后理赔，
服务功能不强，适应性不强 

人性化的服务，将事后理赔转变为提前介入和及时
有效的援助，服务功能强，适应性强 

营销体制 
体育保险营销体制不完善，专业代理公司不
多；保险代理人与保险公司的定位关系不明
确；保险代理人的监督与管理体系不完善 

有完善的体育保险营销体制，专业代理公司较多；
保险代理人与保险公司的定位关系明确；保险代理
人的监督与管理体系完善 

市场研究 
和开发 

公司在体育保险市场开发、技术手段、风险管
理方面努力不够，缺乏从事体育保险研究和开
发的专业人才，缺乏对体育保险市场的研究 

公司较注重体育保险市场开发，技术手段、风险管
理手段先进，从事体育保险研究和开发的专业人才
多，公司注重对体育保险市场的研究 

2004 年我国第一家专业从事体育保险的经纪公

司中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的成立，预示着我国体育保

险正向着规范、科学和有序方向发展。立足国情，建

立健全我国体育保险体系，充分发挥体育保险的风险

保障功能，逐步建立起符合现代体育保险业发展需要

的体育保险制度，初步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

的机制，使体育保险产品相对完备，服务规范到位，

体育保险合作机制相对完善，风险管理水平显著提高，

体育保险人和体育保险经营者投保积极性普遍提高，

体育保险覆盖面明显扩大，各类投保率明显上升等得

以实现。 

2)加快体育保险的法律法规建设。 
我国目前应尽快研究、制定《体育保险条例》及

其配套的法律、法规制度，从各个方面对体育保险予

以规范和规定，把体育保险发展纳入法制的轨道。 

(1)明确体育保险的性质和地位。明确体育保险的

政策性，加大政府对体育保险的支持力度，建立体育

保险的补偿机制，化解体育保险本身的政策性目标与

实践中经营者的商业性目标的矛盾；确立体育保险在

发展体育事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地位，逐步

建立以体育保险为核心的保险制度，发挥体育保险对

体育事业的重要作用。 

(2)明确政策性体育保险的实施范围、运作方式。

对关乎国计民生和影响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体育保险

项目，实施强制和半强制保险方式，制定不同险种的

保费补贴比例，并给予投保人信贷优惠等政策支持。 

(3)明确政府在体育保险发展中的职能与作用。政

府的作用主要包括：一是推动体育保险立法，并根据

体育保险实践的发展变化不断对其加以修订与完善；

二是对体育保险实行财政补贴；三是对体育保险发展

予以行政支持，包括宣传教育、协调各方关系等，避

免随意性与短期性支持行为，从法律上保证政府参与

和推动体育保险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4)明确体育保险的组织形式、管理制度及再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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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鉴于体育保险的特殊性，在制定我国《体育保

险条例》时应明确包括相互保险公司在内的多种体育

保险组织形式的法律地位制定体育保险公司管理规

定，对体育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行为实行法律保护和

约束；对体育保险业务规定一定比例的再保险，以保

证体育保险的稳定经营，维护投保人的根本利益。在

今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时，补充有关体

育保险和体育社会保障方面的基本内容。并对基本的

体育运动保险、体育赛事保险做出强制性规定。 

(5)建立健全体育保险监管制度，真正实现政府监

管的目的。中国保监会、国家体育总局是代表国家行

使对体育保险业监管的主要机构。应借鉴国际上对体

育保险业监管的成功经验，完善保险监管体系，修订

有关规章制度和操作办法，其中包括建立风险预警机

制，规范体育保险费率和定价，保证投保人的合法权

益，以及加强对体育保险机构赔付能力的监管。目前，

我国体育保险市场的一些重要财产和保险产品都是由

保险监管部门核准定价，其体育保险产品也要向保险

监管部门报备。这样做本来是为了维护消费者利益，

但如果保险监管制度不完善或监管行为不当，不但不

能维护消费者的利益，还会妨碍体育保险市场的有效

竞争、损害保险企业和保险人的健康成长。针对我国

体育保险发展的实际情况，应逐步放松管制，除非保

险公司参与不公平竞争或对社会有害的活动，政府没

有必要对其进行干预。而在某些涉及投保人权益、保

险商的稳定经营、市场风险防范等内容上要加强监管，

如体育保险业中的投资指南、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对保险中介人的准则和佣金、投资的监管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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