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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论述了体育产业的概念、特点，体育 l立业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意义与价值，指出体育产业是 

指为社会提供体育产品的同一类经济活动的集合以及同类经济部门的总和；并对庞大的体育产业根据 目前 

我国的具体情况按管理体制、体育产品的种类、消费者的参与动机、经营集资方式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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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育产业的概念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产业是一些具有某些相 同特征的经济活动的集合或 系 

统。体育产业，是指为社会提供体育产品的同一类经济活动 

的集合以瞍 类经济部 门的总和。这里指 的体 育产品包括 

体育用品与体育服务两个部分。这里指的经济部门在我国 

现阶段不仅包括企业，而且包括各种从事经营性活动的其它 

机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家庭或 个人) 

我们将体育产业作为一个经济部门来认识，是基于它对 

国家经济发展所做贡献的特殊方式所提供的特殊产品，即体 

育运动本 身或与体育运动有关。在体育产业概念形成以前， 

即国家以“体育事业”的方式经营管理体育时，许多这类单位 

分散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如轻工业 、商业服务、文化教育、旅 

游等。在进入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传统观念中的一部分体 

育事业正在转化为体育产业 ，人们常常把政府体育行政部门 

管辖下的这类产业认为是体育产业，这是对体育产业认识的 

窄化。本课题要讨论的体育产业，是指广义的体育产业。 

广义的体育产业不仅化是为了给体育部 门增加 活动经 

费．补充职工的奖金待遇 ，而是要加入国民经济的大循环。l为 

国民经济增加产值，提供社会就业机会。在许多发达国家， 

体育产业 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 

体育产业与体育事业fl,3关系，是 一 个十分 复杂的问题 。 

有人“把体 育产业界定为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的体 

育事业”，并}人为这“是历史 观与 发展观 琵统 一”。(鲍 明 

晓，《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中的几个热点问题》，《体育文史》， 

1999第 2期)这种解 释显然是违背了逻辑学 的最 基本 原则。 

人们不禁要问体育事业 与体育产业是否具有本质区别?在 

不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体育产业究竟是什 

么?事业，是由政府或其它部门出资从事“公共产品”生产的 

部门；产业 ，是 从事非公共产品生产并形成 利润的部门。与 

许多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在体育的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着一个 

可以涵盖学校体育 、高水平竞技运动、社会体育 ，以及社区体 

育、职j：体育、老年人体育、妇女体育、全民健身等等概念的 

位概念：“体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所管辖的“体 

育”。而这个体育 中包含了公共产 品与非公共产 品，也就是 

说其中的一部分到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改变其公益福利性 质。 

如公共体育设施的兴建 ；而另一部分则可 以用 以经营 ，形成 

产业，如职业俱乐部。因此，可以认为体育是由产业与事业 

两个部分组成的。有的国家采取适当政策。以体育产业的收 

入直接供给发展体育公益事业，如用体育彩票的公益金资助 

}土区体育设施的建设 ；有的国家则将体育产业的部分收入 以 

税金的形式收回，再以财政支出的形式返回给体育公益事 

业。在这个问题上我国还没有一个较职确的认识。 

体育产业是国民经济产业体系中的组成部分。体育产 

业之所以与其它产业不同，就是因为根据社会分工，体育产 

业生产了自身特定的体育产品和自身特定的体育服务 这种 

持定的产品和服务可以 其它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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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体育产业的特点 

2．1 体育产业是关联面极广的上游产业 

人们对体育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只依靠直接生产和提 

供体育产品和服务的体育产业是难以满足的。因此，各种各 

样的体育活动除了依赖体育产业之外，还需依赖其它的与体 

育产业相关联的产业。因此。体育产业可以带动纺织、机械、 

建筑、电子、营养品、食品等制造业，以及旅游、保险、博彩等 

相关产业的发展。这一特点也决定了体育产业的发展不能 

单靠自身．而必须与其相关联的产业同步发展。 

2．2 体育产业是产值高、影响大的朝阳产业 

体育产业形成规模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结果。社会的分 

工、经济的发展，使体育产业从非独立行业逐渐成为独立行 

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特定的功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进行各种体育活动的需求在不断增长，体育产业的产值 

在大幅度提高。同时，体育产业还是一种“无烟工业”，消耗 

能源少。不会造成环境污染，符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 

因此，体育产业是一个可以长期存在和持续发展的产业。 

2．3 体育产业是劳动密集型 、提供多种就业机会的第 三产 

业 

体育产业是一种劳动密集型行业，可以提供较多的就业 

机会。全国政协委员、知名企业家朱树豪先生5年前投资 20 

多亿元兴建的深圳观澜湖高尔夫球会和乡村俱乐部，不仅解 

决 了当地 2000多农 民的就业，促进了港商、外商的投资 ，而 

且几年来俱乐部经营状况良好，资产正像滚雪球 一样壮大。 

2．4 体育产业是进入全球经济的国际化产业 

体育运动是一种规则性很强 、国际化程度很高的文化形 

态，体育运动的国际性决定了体育产业必定具有同样的国际 

性。竞技体育的国际化的趋势，注定 了体育产业 必定要突破 

国界成为一项全球性的经济活动。体育产业的国际化使体 

育人才的国际流动性加大，体育竞赛的国际竞争性增强，体 

育产品与服务更加面向国际市场，体育产业背后的金融活动 

更具有国际流动的性质。 

3 体育产业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意义与价值 

3．1 体育产业对经济发展的主要价值 

3．1．1 体育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在发达国家，体育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如 

美国1998年体育产业产值为630亿美元，超过了石油化学工 

业(533亿美元)、汽车工业(531亿美元)等重要工业部门的 

产值，成为美国第 22位的支柱性产业。意大利以“足球工 

业”为主体的体育产业，80年代末已跻身于国民经济十大支 

柱性产业；而瑞士体育产业是该国第 l3位支拄性产业；英国 

体育产业产值达 70亿英磅，超过汽车制造业、烟草业的产 

值，政府每年从体育产业中获得 24亿英磅的税收。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体育服务业专 

业市场，国内从事健身娱乐业、竞赛表演业、技术培训业的体 

育企业、体育产业经营性机构 2万多家，总投资额已超过 

2000亿元人民币，年营业额超过 600亿人民币。另外 ．每 年 

各地举办的商业性竞赛和表演约有 300～500次，营业额约 

8000万人民币。体育产业的产值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 

3．1．2 体育产业将为社会提供众多的就业机会 

90年代以来，在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劳动就业成为 

社会主要问题时，体育产业在增加社会就业机会方面的作用 

日益明显 。 

1995年 ，美国体育产业提供 了 230万个 直接 就业机会、 

521亿美元的收入，以 及 233．2万个 间接 就业机会和 750亿 

美元的家庭收入，美国体育产业所支撑的经济活动在产业活 

动方面超过 40OO亿美元，为美国家庭带来 1270亿美元的收 

入(家庭收入增加 2．4个百分点)，容纳 460万就业人 1：3(就 

业人口增加 2个百分点)。1996年，澳大利亚在体育行业工 

作 的人员达到 9．5万人，其中 44％的人从 事的是全职工作。 

体育为人们提供的就业机会 与其它一些 主要行业相近或稍 

高。这些行业有农业、铁路、管道服务、交通服务业和纺织 

业 。 

3．1．3 体育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 

体育产业中除部分体育用品业属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外， 

大多数属于第三产业 我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将逐步调整 

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到2010年，我国第三产业的 

产值将达到 3OOOO亿 ? ，比 1998年增 加 2000亿 元。作 为第 

三产业的体育产业，在我国未来产业结构的变化过程中，必 

定要占据莺要的份额 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自 

1991～1998年．包括体育在内的“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一 

项，每午的增加值在 2．7％ 一3．0％。1998年，江苏省体育产 

业中体育暇务业占全省第三产业产值的0．34％．约为 8．6亿 

元。体育产业的发展将有效地促进我 国第三产业 的发展空 

间 ， 

3．1．4 体育产业是刺激和拉动内需 的经济部门 

在过剩经济时代，国家经济发展必须实行刺激消费、鼓 

励消费，开拓新的消费热点来扩大内需 ，以消费拉 动国民经 

济增长，解决劳动力就业的问题，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正确的 

经济发展战略决策。据有关资料报道，在过去的20年中，居 

民消费对经济 的贡献 率一直在 60％左右 ，居 民消费每增加 

1％，可带动GDP增长约 0．5％。体育消费市场是一个庞大 

的市场。在现代社会，人们对于消遣娱乐的认识发生了许多 

变化。在工业发达 国家产生了有关游戏、娱乐、运动、消遣 的 

理论，终于成为了一种公认的社会文化活动，也形成了一个 

收入甚丰的体育文化市场。 

体育产业在几个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迅速发展，为休闲 

娱乐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设备和器材。在美国，联邦政府、州 

以及私人均投资修建了室外设备，使竞技体育、野营活动、水 

上活动、冰雪活动的开艮条件大大改善。如 以往不开展滑雪 

运动的日本，也大量地修建了高山雪场，现在平均每 l5个 日 

本人就有一人参加滑雪运动，从而带来了很高的产值．1987 

年美国体育产业总值为 587亿美元，1988年为 630亿美元．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3％，1993年则超过了700亿美元。 

体育产业向社会提供健康消费。在一个进入小康而逐 

渐富裕起来的社会 ，人们 的健康价值观念 急剧变 化，关于健 

康的消费就会迅速增加。而且随着人1：3平均寿命的延长，居 

民疾病谱 、死亡谱的变更 ，社会健康 费用增加很快 。以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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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从 1970～1994年，全国用于健康的费用就增长了 l3．4 

倍，1991年健康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3．2％。1994年我 

国上海市的医疗 费用高达 65亿元，占当年职 工收入 的 

l6．94％，是当年全国体育经费的 3倍。体育消费相对于医 

疗卫生消费是一种极其廉价的健康消费。体育消费与社会 

医疗卫生消费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补的关系。一个社会，体育 

消费增加，医疗卫生消费就会减少；体育消费减少，医疗卫生 

消费就必然增加。有的国外报告曾指出，将医疗卫生经费的 

十分之一用于体育消费，就可以得到同样的社会健康效果。 

3．1．5 体育产业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形式 

据统计 ，在美 国由于职工患病或过早 死亡 ．给生产造成 

的损失平均每年 250亿美元，相当于 1．3亿个工作日，相当 

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3％。据我国的调查，群众体育开展较好 

的企业，职工的出勤率要比一般单位高2．12％。在现代企业 

中，企业文化建设越来越受重视。其中职工体育是重要的组 

成部分，它不仅关系到职工的健康，可以提高出勤率，减少发 

病率，而且还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发扬团队精 

神，提高企业的整体实力。它是企业无形资产的组成部分。 

3．1．6 体育产业是吸收社会游资的重要手段 

体育产业 中的体育彩票业、体育赞助业对于吸收社会 闲 

散资金用于繁荣经济，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是极有价值的。 

3．2 体育产业对社会发展的意义 

3．2．1 体育产业对精神文 明建设的作用 

体育产业为社会提供 了一种重要 的文化活动场所和科 

学、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消化了大量的社会余暇时间，满 

足了青少年儿童体育娱乐需要 ，部分地解决 了老年人 、残疾 

人的健康问题。同时体育产业对安定社会，发展社区文化与 

服务也有重要的价值。因此 ，可以说体育产业对精神文明建 

设的特殊作用，是其它产业和途径所不能替代的。 

3．2．2 体育产业对维护社会健康的作用 

随着城乡居民平均寿命的普遍延长，居民疾病谱与死亡 

谱的变化，现代医疗手段的广泛应用，各国医疗费用的增长 

速度极快。以美国为例，1989年死于心血管疾病的职工人数 

是死于工业事故人数的 l0倍，心血管疾病占全年度医疗费 

用开支的 18％，而从 1970年到 1994年全国用于健康的费用 

就增长 了 l3．4倍，1991年健康支 出占国民生产总值 的 

13．2％。医疗费用的迅猛增长使各国政府都非常棘手。体 

育产业是一种维护社会健康的重要产业，它对亚健康状态的 

人群有着特殊的意义，体育产业所提供的健身运动、消遣娱 

乐是改善亚健康状态的一种最积极、最有效、最廉价的手段。 

3．2．3 体育产业对改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的作用 

现代生活方式强调生活质量。而生活质量取决于经济、 

教育、环境和健康等要素。健康以及健康导致的长寿是人们 

获取良好生存机会的基本生命前提。然而，人们的生活方式 

中常常包含了许多不良的因素，特别是一些不良的消费习 

惯，影响了人们的健康和生命的延续。在美国，1979年不良 

生活方式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死亡总数的 48％，这是由于 

美国每年用 于吸烟 的消 费是 120亿 美元 ，喝酒 为 180亿美 

元，吸毒则花掉 100亿美元。体育产业引导家庭与个人进行 

科学、正当、积极的消费，抵制不良的生活方式，以提高生活 

质量。因此，体育产业的发展程度和体育消费的数量和比 

例 ，往往可以用来衡量社会与家庭的生活质量。 

4 体育产业的基本内容与分类 

4．1 按体育产业现行管理体制进行分类 

4．1．1 主体产业 

主体产业 ，是指那些以体育资源为开发基础直接进行的 

生产与经营活动，它是体育自身的经济功能和价值的发挥与 

体现。在计划经济时代 ，体育资源基 本控 制在政府手 中，所 

以在转入市场经济后 ，这类产业实际是指政府体育行政部门 

与直属单位直接管理或经营的产业，站在体育行政管理部门 

的立场，自然称它为主体产业。这类产业包括体育竞赛表演 

业、体育健身娱乐业 、体育培训咨询业 、体育资产经营业等。 

4．1．2 相关产业 

体育的相关产业，是指那些以体育娱乐作为载体，向消 

费者间接提供各种用品 与服 务的生产与经营活动。主要有 

体育用 品、体育经纪与代理、体育新 闻与媒介 、体育广告 、体 

育旅游 、体育建筑等相关产业。这些产业现在基本上不在体 

育行政管理部门控制下发展，因此称它为相关产业。 

4．1．3 体办产业 

体办产业 ，是指体育行政部门或单 位利用某些体育资源 

为弥补经费不足所进行的各种生产和经营活动。如体育场 

馆出租 、餐饮、宾馆、航空票务代理等。 

这种分类方法 ，与当前我国体育产业兴起时期的管理体 

制基本吻合 ，但是不符合体育产业发展基本规律。现在一些 

私人的体育俱乐部经营和管理都由独立的法人负责，在业务 

上不受体育行政部门的干预 ，体育行政部门仅仅通过制订的 

相关法规对其起约束作用，这和工商管理部门与普通企业是 

类似的。因此这部分就无法纳入以上的划分体系中。当严 

格实行政企分开 ，企业不设上级主管部门之 后，政府 与体育 

产业的关系就是宏观控制与依法征税。所以这种体育产业 

的分类方法足无法与国际接轨的，只能暂时在国内应用 。 

4．2 按体育产品种类进行分类 

4．2．1 体育用品业 

体育服装业：为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提供运动项目适用 

的鞋、袜 、帽、盔、服装、手套 、护膝(腕)、背包等货物的生产与 

流通业。在世界各 国，运动服装已成为服装系列的重要产 品 

之一．不仅为运 动员专用 ，而 且为广大青少 年、老年人 所热 

衷，并且可以成为中小学生的 一种校服，市场前景十分宽广。 

体育建筑业：为各种体育场馆设施进行规划、设计、施 

工、维修的行业。大型的国际、洲际与全国运动会都要兴修 

与改造一批体育场馆。每个城市都要建筑几座大中型的体 

育场馆供公共集会和体育比赛用。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在学 

校要修专用的体育场馆，在居民社区也要修建一定的体育设 

施 ，所 以体育建筑业应得到充分的重视。 

体育设施业：为各种体育活动提供运动、健身、娱乐器材 

设备的生产与流通业。这类产品种类极其繁多，是体育产业 

中产值最高，也是国际竞争最勾激烈的行业。 

运动饮料业 ：为了满足人们运动前后特殊 营养物质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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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开发的专业饮品业。由于运动饮料很容易被 日常生活接 

受．并形成习惯，所以这类产品的社会需求量很大，有着广阔 

的发展前景。 

体育科研仪器业：为了提高运动训练的科学化程度．提 

高人民群众锻炼身体的质量而形成的科研仪器行业。这类 

仪器设备中，有一部分是从医疗器械中转移过来的，也有一 

部分是体育专用的。这类产品社会用量不大 但科技含量较 

高。成年人、老年人体质测定所需的简单仪器设备将会成为 

一 种特殊的社会需求。 

4．2．2 体育服务业 

体育竞赛表演业 ：通过体育表演或运动竞赛 向社会提 供 

观赏、娱乐的行业。它的生产过程是投资者提供资金，组成 

俱乐部等形式 的经济实体，招聘教练员 ，选拔运动员 ，进行运 

动能力、表演技能的生产；它的流通过程是收取门票费 、运动 

能力转让费、电视转播费、广告费等。也可以通过开发体育 

的无形资产．接受赞助费和发行纪念品等活动获取资金。 

体育健身活动业：利用各种体育设施，由社会体育指导 

员为健身健美活动参与者提供组织管理、体育知识传授、运 

动技术指导，帮助其增进身心健康，增强体质，收取相应酬金 

的经营性行业。 

体育空间服务业：向企事业单位、组织等社会法人、社会 

团体或个人出租运动场地和设施 ，收取租赁金的行业。这类 

场馆可长期出租，也可临时借用，可做体育活动用，亦可用于 

非体育活动，如会议、考场、文艺演出等。 

体育培训教育业 ：向社会进行体育知识传授 、技能指导 

的行业。这个行业的主体是少年儿童的业余训练。它可以 

接收具有运动天赋的少年、儿童，进行有计划的训练 ，达到 一 

定的技术等级水平，收取相应的培训酬金，属于运动人才的 

后备训练组织。如足球学校、武术学校、夏令营、俱乐部等。 

这个行业还包括各级裁判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体育 

科学专题讲座、各种体育科普活动等业务。其中社会体育指 

导员的培训将是业务量很大的活动，因为社会体育指导员纳 

入职业技术标准之后 ．大量从业人员都需要经过此类培训。 

体育信息咨询业：为运动训练及竞赛提供情报、信息、技 

术研究、医学监测、伤病诊断、器材研制等技术服务或咨询服 

务，为社会提供运动处方、心理咨询，收取酬金的行业。 

体育会展业 ：为体育工作会议 、学术会 议、运动会 新 闻 

发布会、培训班、展览会、博览会等活动提供各种会议会场、 

餐饮 、交通 、会务服务的行业。 

体育养殖业 ：体育 比赛用的种马、种鸽、种犬等动物的养 

殖与训练的行业。英国赛马的出口产值占出口总量的第三 

位；荷兰的信鸽业产值甚高，在全世界十分著名。 

4．3 按消费者的参与动机进行分类 

4．3．1 体育健身业：①健身指导业；②健美减肥业；③体育 

旅游 业；④体育疗养业 ；⑤体育康复业等。 

4．3．2 休闲娱乐业：为闲暇消遣者提供运动性娱乐的服务 

行业。这类产业提供的是场地和器材设备 以及维修和管珲 

等服务 ．包括：①运动游戏业 ，如各种球类游戏、车船运动等； 

②极限运动业．如蹦极、攀岩、滑翔伞等：③棋牌活动业，各种 

棋院、麻将馆等 ；④水上、冰雪活动业；⑤特殊娱乐业 ．如枪械 

活动 ；⑥垂钓抒猎 业 

4．4 按经营 、集资方式进行分类 

4．4．1 体育彩票 业：体育 彩票是指以筹集 国际 和全国性夫 

型体育运动会举办资金、资助社会体育活动等名义 ，所发行 

的印有号码 、图形或文字 的、供 人们 自愿购买并能够证明购 

买人拥有按照特定规则获取奖励权利的书面凭证。国家发 

行彩票的目的是筹集社会公众资金．资助体育等社会公益事 

业的发展。体育彩票是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一种特殊商品．它 

具有一般商品的共性 ．又有 自己鲜明的特性 ．即社会性 、公益 

性 、娱乐性 、计划性 、市场性和经济性 ，它是计 划行为和市场 

行为 、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的对立统一，不能完全市场化。 

4．4．2 体育赞助业 ：赞助 ，指赞助者与被赞助者之 间以支持 

(金钱 、实物、技术或劳务等)和回报(冠名 、广告 、专利和促销 

等权利)交换为中心，平等合作、共同得益的商业行业。体育 

赞助是以体育部门、体育活动为对象的赞助。 

4．4．3 体育广告业 ：利用 国际国内各 种运 动会或赛事作 为 

广告载体 ，将企业、产品名称与运动会联系起来 ，通过树立企 

业形象、促销产品、拓展国际国内市场等使厂商获取实际利 

益，使体育部门获得竞赛费用的业务活动。广告收入是大型 

运动会 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4．4．4 体育节 目电视转播业 

电视转播权 ，指举行体育赛事 、文艺演出、集会等公众活 

动时，许可他人进行电视转播 ，主办方 由此可能获得报酬 的 

权利。电视转播权属著作权的范畴，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体 

育节 目的电视转播权是体育场馆、运动赛事 、体育俱乐部 的 

重要收益来源之一 。在世界各 国，众多电视公司都把对体育 

的报道看作是 自己经营计划中最重要 的组成部分之一 ，许 多 

国家的电视公司都在增加体育节 目的播 出量。在英 国，BBC 

电视台 1992年通过两个频道播 出 1600 h的体育 节 目，几乎 

占其节目总量的20％。在法国，五家主要电视台体育节 目 

的年播出量逐 年增长 ，从 l992年 的 2000 h增至 l996年 的 

25O4 h。在北 美地 区．体育节 目每年 都 占电视 节 目总 量 的 

l5％ 美国每年大约播 出电视体育节 目近 5OOO h。因此．电 

视转播费在不断提高 

4．4．5 体育经纪人业 

以获取佣金为目的，与体育相关人员或组织签订委托合 

同，充当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有关 职业运动 、体育竞赛等事 

宜的订约媒 介或为委托人提供通过体育获益机会的 自然人、 

法人或其它经纪组织。从组织形态上体育经纪 人有如下几 

种 ：经纪公司、经纪事务所 、个 经纪人，可为运动员个人、体 

育组织或体育比赛从事经纪活动，可采用体育推销 、体育代 

理 、法律咨询等方式开展经纪活动。主要业务范 围是：①从 

事体育比赛的策划 、组织 、宣传 ．代理各种与体育 比赛有关 的 

商务活动 ，如赛场广告 、电视 转播权 ；②作 为运 动员 的代理 

人．帮助运动员开展各种商务活动，如签约 、转会 、形象开发 、 

财务收支等；③参与体育活动中各种经济纠纷的调停、仲裁、 

法律诉讼 等过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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