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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阐述大型体育赛事建立公共安全应对体系必要性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大型体育

赛事公共安全所面临的现行公共安全应急法制不健全、公众安全意识淡薄、经济和社会转型带来

的风险、公共安全信息管理系统有待完善等问题，并从建立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的预警机制、

反馈机制、处理机制等 3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应对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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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pplying such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as literature data retrieval, expert interview and field inves-

tigation, and on the basis of expatiating on the necessity for establishing a public security response system for big 

sports events, the authors analyzed such problems faced by public security for big sports events in China as incom-

plete existing public security response legal system, weak public security awareness, risks brought by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o be perfected public securit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put forward relevant 

ideas for response in such three aspects as establishing an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a feedback mechanism and a 

handling mechanism for public security for big sports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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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世界各地每天都会有各种形式和规模的

体育赛事在进行。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对一个城市

甚至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凭借

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机会，一些国家和城市实现了后

发超越式发展，而一举跨入发达国家或世界名都市行

列”[1]。但是，在大型体育赛事承办权成为“香饽饽”

的同时，公共安全也成为所有体育赛事组织者最关心

也最头疼的问题之一。虽然组织者为体育赛事的安全

顺利举办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还时不时会发

生各种各样的安全事故。如 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劫持

人质案、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爆炸案、2002 年欧洲

足球冠军杯赛前连环爆炸案、欧洲“足球流氓”的暴

力事件、2004 年奥运会开幕前期雅典的突然大面积停

电，等等，不仅令体育赛事组织者忧心忡忡，也令参

赛运动员、观众、记者为自身安全感到担忧，大型体

育赛事的公共安全问题也因此变得更为敏感与重要。 

 
1  我国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面临的问题 
在北京成功举办 1990 年亚运会且成功申办 2008

年奥运会后，国人对体育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

有的高度。成功举办奥运会能对中国带来何种荣誉和

效益，也成为公众和体育学者关心的热门话题。只是，

2003 年“SARS”肆虐时，也给了中国体育当头一棒

——国际足联基于种种考虑，取消了中国 2003 年女足

世界杯的举办权。“世界杯易址给中国方面造成的直接

损失就高达 1亿元人民币，至于尚无法统计上来的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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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损失则更加难以估量”[2]。但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

2004 年雅典奥运会取得的骄人战绩，似乎很快就使国

人忘却了体育曾经带来的耻辱和痛苦。虽然我们没有

出现类似英国的“黑五月”足球惨案、“1972 慕尼黑

奥运会劫持人质案”等骇人听闻的悲剧，但“中国足

坛暴力排行”“5.19 球迷事件”等，使我们意识到中国

的大型体育赛事还存在着公共安全隐患，特别是在

2008 年奥运会即将到来之际，我们更应冷静思考我国

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所面临的问题。 

1.1  现行公共安全法制不健全 

在 2003 年之前，我国颁布了一些与体育赛事及公

共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国家安全法》《集会游行

示威法》《传染病防治法》《防震减灾法》等，只是这

些法律法规在突如其来的“SARS”面前显得“软弱无

力”。疫情结束后，国家痛定思变，颁布了《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营业

性演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还出台了《国家突发

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

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等与体育赛事息息相关的应

急预案和行政法规，完成了《奥运安保初步战略计划》

《奥运会安全风险评估工作计划》。可是与大型体育赛

事关联最大的《大型体育赛事及群众体育活动突发公

共事件应急预案》和《公共文化场所和文化活动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却迟迟未出台。虽然在现有的法律和

政府指令的要求下，我国目前的应急预案体系初步建

立，且《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给予了大

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一定的法律保障，但是缺乏一个

专门的预案，再加上行业条块分割，共存的多个应急

预案之间没有实现有机整合，从而使其作用得不到有

效发挥。这些，均不利于大赛组委会快速有效地依法

保证赛事期间的公共安全。 

1.2  公众安全意识淡薄 

人们都承认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危害性，但是由

于这类事件发生几率小，在大型体育赛事期间发生的

几率就更小，因而国人并未真正形成危机意识，多数

人公共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还不够强，再加上国

人的忌讳心理，许多人对政府部门或单位编发的应对

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类的书籍束之高阁，造成安全防范

和紧急避险常识缺乏，自救能力差。“2004 年发生在

俄罗斯的地铁事件中，司机和乘客听从指挥，忙而不

乱，处置紧张有序，反映出政府和公民具有较高的公

共安全素质和应急指挥处置水平。对照 2003 年以来发

生在我国的重大伤亡事故、特大火灾事件中，遇难群

众多为妇女、老人和儿童的情况，反映出城市在安全

教育、救援训练和应急处置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3]。

目前，北京奥组委在《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培训教材》

中编制了“安全风险防范知识”内容，有助于大赛参

与者安全意识的提高，但这显然不够。“安全风险防范

知识”的培训还应面向所有大赛工作者，更应走进居

民社区。 

1.3  经济和社会转型带来的风险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早在 20 世纪 80 年

代就提出“风险社会”理论，20 世纪后期英国著名社

会学家吉登斯又发展了贝克和卢蔓的风险社会理论。

在全球化过程中，风险无处不在，也无法避免。国际

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人均 GDP 达到 1 000 美元，其经

济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在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中，

公共安全特别是城市安全将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 GDP 处于 1 000~3 000 美元

的发展阶段时，恰好进入‘非稳定状态’的危机频发

期。目前我国的人均GDP 突破 1 000 美元，北京以及

不少大城市人均 GDP 已经达到或超过 3 000 美元，这

标志着北京和这些大城市进入快速建设期和发展期，

同时迈入了‘非稳定状态’的危机频发期。中国城市

问题专家提出，‘十一五’时期，中国将进入一个‘突

发事件高发期’，尤以城市安全问题最为突出”[4]。当

前，我国每年因安全事故、自然灾害以及社会治安等

公共安全问题造成的 GDP 损失高达 6％，约有 20 万

人被夺去生命[5]。在这一社会大环境影响下，大型体育

赛事的公共安全也将面临严峻考验。 

1.4  公共安全信息管理系统有待完善 

“我国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系统一般是由不同的

行政级别和不同的业务体系的功能单位协作构成的功

能系统，从管理学角度上来讲，这种多层次、多业务

体系的功能整体，需要有一个高效、透明、畅通的信

息交流系统的支持”[6]。大赛组委会应建立一个统一、

权威的信息平台，在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利用一切

渠道对外公布一致、可靠的公共安全信息，对社会公

众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帮助人们作出快速反应。只

是，悉尼奥运会单就安保指挥中心而言，就“由许多

行动和职能区域组成，其中包括：战略指挥、奥林匹

克周围与地区行动中心、奥林匹克区域指挥、比赛地

点指挥奥林匹克情报中心、炸弹管理、要人与运动员

保卫单位、交通与运输、航空安全、海上安全、住所

保卫、各州赛场、州应急工作、国家反恐计划管理奥

林匹克通讯、媒体管理等”[7]。如果加上其它部门，可

想而知，规模更大的 2008 年北京奥运信息管理系统将

面临多大的挑战。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北京

奥运信息系统建设的多个相关项目如何统筹？怎样处

理应急信息系统建设和业务处理系统的关系？应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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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统的功能边界应该如何划分？等等。 

 

2  我国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事件的应对机制 

2.1  建立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的预警机制 

建立预警机制主要是通过信息情报监控系统及时

发现大型体育赛事期间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端倪，适

时发布预警信号。但由于“大型体育赛事的突发公共

安全事件具有突发性、公共性、不确定性、多变性、

多样性和危害性等特征”[6]，单独依靠某一部门做出预

测几乎是不可能。因此，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城市，

必须在原有公共安全体系的基础上，针对赛事的级别

做出专门的应急预案，即赛事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急

预案。 

大赛组委会应组织专家对赛事可能面对的各种公

共安全风险做出评估，评估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真正

了解赛事参与者特别是工作人员到底掌握多少应对突

发性公共安全风险的知识。如果赛事参与者不清楚这

些风险的类别以及应对各种风险的知识，那么所有的

赛事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也就失去了基础。在风险评估

的基础上，对赛事举办城市或其它举办城市已经发生

过的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进行分析，总结优点和不足，

以便对尚缺乏的问题做出预见；并对从未发生过的风

险以及应对这种风险的各种知识有预见。在评估、预

见之后，就是大型体育赛事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应急

预案的制定。在编制预案时，应根据赛事的规模、城

市环境而制定，但无论如何，都应包括“应急控制指

挥中心、应急管理延续性、政府授权、应急行动列表、

专家咨询组、援助和救援、警告等关键要素”[8]。随后，

大赛组委会应根据预案的要求，普及应对公共安全风

险知识，除了对各种应对大型体育赛事突发性公共安

全事件的知识进行多种形式的宣传、培训外，大赛组

委会的应急控制指挥中心必须通过实地演习来检测应

急处置部门的相应速度和质量，了解应对突发性公共

安全风险的知识是否达到要求水平，评估预案在何种

条件下可以发挥作用，反省大赛组委会在应对过程中

所需改进之处。完善的预警机制，可以使赛事组织者

掌握较为完备的赛事公共安全监测指标，对赛事期间

的公共安全形势做出综合分析与判断，在认为达到一

定“应急阈值”时，向赛事应急控制指挥中心发出公

共安全的危机警报，以便采取有效防范措施，减少公

共安全事件的发生。 

2.2  建立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的反馈机制 

“发现某种社会信号后，要及时反馈，这是反馈

机制的功用”[9]。建立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反馈机制

的目标在于把公共安全事件的实际情况及时、有效地

往上反馈，达到信息传递通道的畅通。大型体育赛事

应以大赛组委会为核心，自下而上逐级建立赛事公共

安全反馈系统，实行分级分部门责任制。反馈机制一

方面是要将预警机制所监测到的赛事公共安全状况及

时、准确地向有关部门上报，另一方面也包括在赛事

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发生之后，向有关部门上报相关

情况，以便赛事应急控制指挥中心有效指挥赛事的公

共安全防护，减少损失，并保障赛事顺利进行。除了

建立面向赛事工作人员的反馈机制外，大赛组委会还

应建立面向公众的反馈机制，以便公众能方便、快捷

地将信息传达给大赛组委会的应急控制指挥中心，扩

大预防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信息源。并且，大赛组委

会还应对结果意见的收集、评估标准的确立、评估方

法的选择、奖惩实施、反馈结果利用等做出适当安排，

特别是要注意发挥信息和通讯技术在大赛公共安全防

护中的作用，做到上情下达，实现双向反馈。赛事的

反馈机制必须是快捷、通畅和灵敏的，其网络应是多

元化、立体化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将突发公共安全

事件在发生的初期阶段即得到妥善处理，不致对赛事

及社会造成更大的影响和损失。 

2.3  建立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的处理机制 

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的处理机制是管理应对突

发事件的核心环节。当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一旦成为事

实，则应急处理机制必须迅速启动、运转。一是大赛

应急指挥中心即刻启动，根据事件的危害程度，审定、

启动相应等级应急，实施公共安全事件的应急组织指

挥工作；二是大赛的安保部门应立即进入紧急状态，

随时候命出发；三是启动信息发布平台。以大赛信息

管理系统为依托，组建公共安全事件信息发布的主平

台，及时有效发布权威的公共安全信息；四是发挥专

业救援队伍的主导作用。大赛组委会应建立一支训练

有素的紧急救援专业队伍，平时要对其反应性、协调

性、应战性进行检查和训练，以便发挥应急救援的主

力军作用。并发挥民间救援队伍的力量，构建紧急救

援群众力量体系，形成“多位一体”的应急救援系统。

五是做好善后协调工作。危机情形一旦被控制或消除

后，有关部门除了查找产生安全事件的原因、进行事

故分析外，还应对公众进行安抚，并追究有关人员的

责任。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较而言，我国的公共安全应

急管理体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应急管理专业化水平

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应急管理信息化程度仍旧不高；

还存在着可能因东西方文化差异、文化冲突引起的安

全事件。这些，都是我国在举办大型体育赛事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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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注意并加以改进的地方。但是，“从古至今，危机

无处不在，无法应对危机的组织和个人，是不成熟的，

也是很难生存的”[4]。我们应该正视自己的不足，在借

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大型体育

赛事公共安全应对体系，保障赛事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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