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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up, with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roportion of sports industry as a new industry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gradually increases. Nowadays, it is the focu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 to make clear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sports development, to grasp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the
sports market and to create an influential international bran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ports industry in China, finds som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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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体育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在我国民经济中比例逐渐增
大。现如今，明确我国体育发展现状和特点，把握机遇，开拓体育市场，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品牌，
是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重点。本论文通过对我国体育产业的现状和特点进行分析，发现一些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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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以来，社会高速发展，体育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大多数人愿意接受体育，
并通过体育活动强身健体。体育产业是一项综合性、多样性的社会团体项目，为满足人们对体育的消费
需求而产生与体育相关的周边产品，并进行生产和经营。

2. 体育产业的内涵
关于体育产业国内外都有着不同的看法和理解，但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根据一些专家学者的看法
和自身的理解现将体育产业的涵义总结成两点：一、体育产业是指为社会提供体育产品和服务的同一类
经济活动的总称以及相关经济领域的综合。二、体育产业是指生产体育物质产品，提供体育服务和精神
需求的各行业总和。总之，体育产业既能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又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

3. 体育展业发展背景
3.1. 政治背景
在 1985 年国务院颁布的《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方案》中，将体育、卫生部门一并列入第三产业中。2010
年 3 月 19 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思想意见》。主要目标中指出：“到 2020 年
培养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体育企业和企业集团，打造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体育产品品牌”，
在打造体育产品品牌的同时也提高了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1]。

3.2. 社会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政府出台一系列利民惠民政策，人们收入增加，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的同
时，生活水平的提高给人们饮食结构也带来了巨大变化。生活条件和饮食结构改善使居民的体质和身体
状况也在发生着变化。据调查显示，我国居民运动量普遍减少，“三高”成倍增长，整体国民的体质和
健康状况呈下降趋势。在这个严峻的问题面前，人们充分认识到提高身体素质和健康的必要性，于是各
种体育锻炼、体育健身、体育休闲娱乐等活动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对体育器材、设备、体育场馆设施、
体育服装和运动鞋等体育用品的需求量增加。在这种背景下，居民的消费和需求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打下
坚实的基础。

4. 我国体育产业的特点
4.1. 体育产业具有地域差异性
经济基础决定体育产业的发展，国民经济与体育产业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就我国目前状况来看，京
津鲁、江浙沪、珠江三角洲地区相对于东北部、中西部、以及北方地区而言较发达。同时餐饮、旅游、
DOI: 10.12677/aps.2017.53017

95

体育科学进展

张莉敏

传媒、房地产开发等金融产业的发展，成为一股体育产业的推动力，加快了体育产业发展的步伐。由于
各地区地理位置、人文管理、经济发展的不同，体育产业的发展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但是随着经济不断
地发展，人们对体育锻炼需求的增加，体育产业不管在什么地区都能得到很好的发展。

4.2. 体育产业形式多样化
随着体育经济的发展，体育市场逐渐的发生变化，逐步形成具有独立特色，项目分明、种类齐全的
体育产业。体育产业有三个方面组成：第一部分包括健身业、竞赛业，第二部分包括体育传媒、项目培
训、体育设施、体育装备、体育康复、体育场所运营等，第三部分包括体育保健食品、体育特色旅游、
体育彩票、体育房地产等。这三部分组成立一条完整得到体育产业链，其中基础类大众健身，成为当下
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2]。目前我国民众由于生活条件的提高，对体育健身与健康体育锻炼越来越重视，
请专门的健身教练为自己量身打造完美的体育健身计划，也乐意购买消费体育周边产品如体育装备、体
育设施等，同时当今传媒发达观众可自主选择观看体育赛事，这也极大刺激体育产业多样化的发展。

4.3. 体育产业投资多元化
我国体育产业的投资由过去单一靠国家政府出资修建改变到由社会力量和个人投资，这两种形式，
这是体育投资多元化的表现。随着体育事业在不断扩大，更多热爱体育的、又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的人会
选择带资投入，进行体育活动。其次，一些国际上的体育运动产品也对我国代表团和新兴体育项目投入
资金，以及我国优秀电视转播权的收入，这两股资金的注入，使我国体育产业更进一步的发展。

4.4. 体育用品国际化
我国的体育产业品牌在国际上有巨大的影响力，自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我国的经济与世界接轨，
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入迅猛发展阶段。例如：安踏、李宁、特步等，这些个运动品牌在我国体育事业项目
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大力为我国专业运动员提供后勤保障和赛事资助。同时我国制造的体育用品远销
欧美一些国家，据市场销售量统计，我国制造的体育产品在欧美一些国家销量高达 55%，世界上越来越
的运动品牌写上了“中国制造”这个印记，并邀请世界球星代言中国制造的产品，例如：NBA 公牛队球
星韦德代言李宁篮球鞋、勇士队球星汤普森代言安踏篮球鞋、马刺队球星帕克代言匹克篮球鞋等，以上
说明了我国体育运动品牌产业在国外知名度越来越高，在国际上起到重要作用。

5. 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状况
5.1. 体育产业发展极不均衡
目前，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和我国所实行的经济策略相类似，地区差异性大，发展不平衡。由其是
城市之间的体育发展不平衡，在发达城市中体育产业发展状况好，产业数量较多、经济效益高，而在一
些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城市，体育产业发展相对缓慢，从而导致各城市、地区体育产业发展不平衡、分布
也不均匀，而且受各地区的经济条件、消费水平、思想观念等因素影响，差异十分显著[3]。同时各地区
对体育事业的重视程度不一样，造成器材、场地空缺、浪费、使用效率较低。在某些城市或地区，人民
大众参与体育健身运动热情的程度、政府的支持、体育活动场地器材匮乏等，这些都是造成体育发展不
均衡的直接因素。

5.2. 主要依靠政府投入
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和资金来源基本上靠国家投入和扶持，这是我国的国情决定的。政府的投入和
扶持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体育产业的发展，但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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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政府为了自身的政绩和形象，体育改革的方向带有一定的政治因素在里面，从而制约着体育产
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有的城市或地区不愿意把体育活动或者体育赛事交给市场投资商投资举办，从而
造成地区体育产业缺乏竞争性，最后导致地区体育产业发展落后甚至停滞。这些问题都是由于政府过多
干预市场体育产业造成的。

5.3. 体育管理制度落后
我国的体育管理制度，主要是有政府实施管理，一般在城市或地区都有各自的体育局或文体局，一
些体育赛事的组织、资金来源都由政府行政机构投入和控制。虽然加强了管理和组织，但限制了当地体
育产业的发展，社会民间企业没有组织权利。而且体育相关部门缺乏相应的管理人才，一是体育产业发
展的管理人才，二是体育产业的规划人才。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缺乏对体育的重视，相应的体育人才的
不到培养。再就是优秀运动员、教练员的流失也和当地体育管理制度有关。

6. 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建议
6.1. 制定有效的体育产业发展政策
我国体育产业正处在发展阶段，探索和创新体育产业模式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一方面通过政府的支
持和引导，民间社会投资商进行投资，一来可以脱离政府垄断扶持，拓宽资金来源的渠道，二来还可以
激发投资商的竞争力和参与热情，大大提高了体育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负责宏观
调控大力支持和引导，通过投资商进行组织和资金投入，有效的避免了政府过多干预体育产业的发展。
重视人才培养，目前我国体育产业缺乏专业性的管理人才，管理手段也比较单一，要么懂体育，要
么只懂管理，要么只懂经济，缺乏那种集体育、管理、经济于一体的专业人才，所以培养专业性人才尤
为重要[4]。同时我国各省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协调也影响着体育产业的发展，所以应该先以经济发达
的省份、城市为发展中心，再向周边城市拓展，促进各地区大小城市协调发展。

6.2. 大力推动全民健身运动
随着体育事业和各种体育赛事在我国的开展，体育用品企业逐渐增多，各种体育场地、器材的普及，
群众参与体育活动得到了满足，体育健身热情高涨，刺激体育产业的发展，更有利于推动全民健身运动
的进程。
在各个中小学开展体育活动，重视体育在各个中小学的发展，在我国的教育系统中，大多数学校不
重视体育导致器材场地成了摆设，尤其在经济落后的偏远地区连体育设备都不完善，所以应加强偏远地
区体育设施建设。加强体育思想教育，体育也是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适当的体育活动能促进学生的身
心健康，更能促进学习与体育的有机结合。加强学生对体育的充分认识和了解，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
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体育中。在社会上建设体育锻炼、娱乐场地配备健身器材等相关服务，这是成为全
民健身运动开展的有力保障。大力宣传全民健身运动，号召群众积极参与，有了这些物质条件和基础设
施才会有更多的群众投身参与，为实现全民健身运动打下坚实的基础，拉动体育产业发展。

6.3. 创造具有影响力的体育品牌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体育品牌产业数量较小、销量差、群众需求量少，扩大内需成为体育品牌
发展的关键，这也跟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有关。体育事业的发展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自从 2008 年
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以来，人们参与体育健身活动情绪高涨，更多的群众参与到体育健身活动当中，大
大刺激了体育产业的发展，对器材场地的使用、服装和球类设备需求量增加，尤其是以李宁为代表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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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运动品牌迅速发展，成为我国运动品牌的龙头，另外双星、安踏等体育品牌也在迅速崛起。虽然李宁
运动品牌在国产体育品牌中稳居第一，但是与耐克、阿迪达斯这种国际知名品牌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当
今社会年轻人属于直接消费者，喜欢展现个性，标新立异，追求时尚，为了满足心里需求，往往会注重
品牌的价格和知名度。相比之下，国内品牌销量偏低，竞争劣势明显。但李宁运动品牌在近几年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耐克、阿迪达斯在国内的发展，例如，李宁与 CBA 联赛、中国羽联等垄断式合作，这是李宁
运动品牌在与其他运动品牌中占据优势。所以在当今运动品牌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只有转变销售模式、
改革创新运动品牌才能长久发展，在竞争利于不败之地。

7. 总结
通过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状况的分析，我国的体育产业发展前景一片美好，有着很大的上升空间，
但是我国体育产业在结构上不均衡，主要受地区差异、经济水平、思想观念等影响，还缺乏竞争环境，
使体育产业滞后。
政府对体育产业干预过多，虽然加强了组织和调控，但却对体育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
[5]。由于缺乏竞争平台，民间投资商也缺乏竞争力，积极性不高，再加上相关专业人才的匮乏，体制不
健全，管理制度落后，这一系列问题不仅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还得加强改革创新，转变发展模式 。
总体来说，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模式基本形成，不仅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且最重要的是得到政府的支
持和认可，形势良好。趁此机会，应大力发展体育产业，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加快体育产业发展步伐，
提高我国体育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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