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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广东省体育经纪公司现状进行了调查，对其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发

展对策。结果表明，广东省体育经纪企业主要从事体育赛事推广业务，其次为体育活动策划、体

育咨询、体育培训等。由于国内经纪结构调整及市场消费力减弱，使广东省体育经纪公司的经营

出现下滑趋势，盈利公司逐年减少。广东省体育经纪公司发展的制约因素表现为：体育市场尚未

发育健全；体育管理体制不顺，监督管理不到位；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缺乏高素质的体育经

纪专业人才；中介行业缺乏行业自律。其相应发展对策包括：发展和完善体育市场；加大体育管

理体制改革的力度；制定和健全各种法规制度；逐步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与社会监管相结合

的体育中介市场监管体系；建立健全体育经纪人培训体系，加快体育中介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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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investigated the current state of sports broker compan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alyzed 

their restricting factors, and put forward measures for development. Sports broker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prov-

ince chiefly engage in sports games promotion (85%), and secondly provide planning, sports consultation and sports 

training service for sports activities. Due to the adjustment of the brokerage structure in China and the weakening of 

market consumption, the business of sports broker compan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showed a declining trend, the 

number of profiting companies dwindled year by year.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e followings: the restricting 

factor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broker compan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re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as-

pects: the sports market is still not fully developed; the sports management system is not working smoothly, and the 

supervision management is not run properly; related laws and legislations are not completed; there is a lack of high 

caliber professional sports brokers; the agency industry is lacking in industrial self-discipline. Corresponding meas-

ures for development include the followings: develop and perfect the sports market; strengthen sports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establish and complete various legislations and systems; gradually establish a governmental supervi-

sion, industrial self-discipline and social supervision combined sports agency market supervision system; establish 

and complete a sports broker training system, and speed up the cultivation of sports agents. 

Key words: sports industry；sports broker company；sports agency market；sports management system；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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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广东省首家体育经纪公司——广东鸿天体 育经纪公司在广州注册成立，经过近 10 年的发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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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现有体育经纪公司 86 家，其中有专业性的体育经

纪公司，如广东鸿天体育经纪有限公司、广东优势中

体体育有限公司，但更多的是以兼营体育经纪业务的

广告公司、文化发展或传播公司，如广州珠江体育文

化发展公司、东莞文体发展公司，以及部分健身、娱

乐俱乐部，如广州日升体育俱乐部、深圳实博特体育

俱乐部，同时各级体育部门下属的体育单项协会也兼

营体育经纪活动，如广州市羽毛球协会，它们在体育

经纪活动中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本文对经纪公司现状进行了调查，对其制约因素进行

了分析，并提出相应发展对策，这对进一步活跃广东

省体育市场，推动广东省体育产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

意义。 

本文以广东省体育经纪公司为研究对象。根据研

究需要，设计了“体育经纪公司调查问卷”，于 2007

年 1~3 月完成发放和回收，共发放问卷 35 份，回收

35 份，有效回收率为 100％。 

 

1  广东省体育经纪公司现状 
1)持证体育经纪人情况。 

我国《体育经纪人管理办法》(修订稿)规定，“开

办体育经纪公司，至少需要两名持证体育经纪人，且

持证体育经纪人不得在两家及以上的体育经纪公司兼

职。”[1]由此可见，持证体育经纪人是体育经纪公司必

不可少的条件。到目前为止，广东省共培训持证体育

经纪人 384 人，持证体育经纪人队伍已初具规模。这

些体育经纪人分布在各年龄段和各行业。年龄分布以

中青年为主，30~50 岁年龄段为最多，占 67.5％，其

次是 30 岁以下，为 28.1％，50 岁以上仅为 4.4％；学

历构成以大学学历(包括大专和本科)为主，占 82.8％，

大学以下的 11.7％，而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仅为 5.5％；

从性别结构看，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性占 92.8％；

参加体育经纪人培训的学员中其他经纪人、体育工作

者、教师和管理者所占比例最大，三者共计 67.5％。

由此可见，广东省体育经纪人队伍呈现出年轻化、高

学历、多元化趋势，社会影响力日益扩大。 

2)经纪公司成立时间。 

广东省目前共有从事体育经纪业务的公司 86 家，

其中专业体育经纪公司 14 家，其余为兼业体育经纪公

司。早在 l990 年 5 月，广东省第一家从事体育经纪业

务的公司——广州市现代文体发展中心就已成立，当

时其注册的经营业务有：策划、承办各类体育竞赛和

艺术表演，体育运动人才培训，体育信息咨询，广告

策划等。在随后的 1990~1996 年 7 年间，广东省先后

共成立了 10 家体育经纪公司。随着体育运动职业化、

产业化和市场化发展，体育中介需求日益增加，从

1997 年开始及随后的 3年中，广东省在体育部门登记

注册了 43 家经营业务涉及体育经纪的公司，这一时期

是广东省体育经纪业发展的高峰期。但从 2001 年开

始，注册从事体育经纪活动的公司数量开始减少，在

2001 年，仅有 3家公司登记注册，体育经纪公司的发

展出现了低谷，说明在某种程度上广东省体育经纪公

司暂趋于饱和。从 2001~2006 年 6 年间，共有 33 家公

司注册，平均每年 5家，发展速度趋于平稳。 

3)性质和规模。 

公司性质主要有国有、集体、私营及合资几种形

式。调查显示，1990 年至 1996 年底成立的 10 家公司

均为国有性质；1997 年初至 2005 年成立的 66 家公司

中，国有性质占 10%，集体性质占 12%，私营企业占

65%，中外合资企业占 13%。由此可见，广东省从事

体育经纪业务的公司是私营企业居于主导地位，目前

的 14 家专业体育经纪公司均为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

的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公司规模主要反映在注册资金

和从业人员的数量，被调查的 35 家公司总注册资金为

8 456 万元人民币，其中最高的是广州中体产业有限公

司，注册资金为 3 000 万元人民币，最低的是广州南

兴体育经纪事务所，注册资金仅为 2万元人民币，60%

以上的企业注册资金在 50~100 万元人民币。上述 35

家公司的从业人员总计为 912 人，其中专职人员占

92%，兼职人员占 8%，由此可见，广东省体育经纪行

业解决的就业人口十分有限。 

4)业务范围。 

广东省体育经纪公司注册的业务范围包括运动员

代理转会、运动员形象代理、体育活动策划、体育赛

事推广、体育无形资产开发、体育咨询、体育培训、

体育俱乐部策划和投资、体育广告制作与发布等。就

以上业务对体育经纪公司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比例最高的 4项业务依次是：体育赛事推广(85.5％)、

体育活动策划(57.2％)、体育咨询(54.5％)、体育培训

(30.9％)，而运动员转会(6.7％)、运动员形象代理(8.9

％)、体育俱乐部的策划投资(12.2％)、体育无形资产

开发(14.5％)是比例最低的 4项经纪业务。由此可见，

广东省体育经纪业务涉及的面虽然很广，但职业化、

商业化程度还不高，体育经纪公司在体育市场开发方

面所做的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5)经济状况。 

近年来，由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市场消费能

力减弱，中介市场的直接需求有所减弱，尤其是体育

广告与体育赞助市场的业务受到较大影响，加上近年

来体育中介机构不断增加，原有市场份额被进一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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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一部分体育中介组织自身经营不善，更是直接影

响了整体经济效益，广东省体育经纪公司的经营状况

这几年出现下滑趋势。2001 年至 2006 年赢利的公司

在逐年递减，2001年赢利的公司占当年总数的36.9％，

而到 2006 年，赢利公司仅占被调查公司的 21.2％，虽

然呈下滑趋势，但被问到公司前景时，有 67.8％的公

司选择对发展前景相当乐观，乐观的占 21.3％，认为

前景一般的占 10.9％，无一家选择前景不乐观。由此

可以看出，经纪公司对体育经纪业的前景还是相当看

好的。 

6)功能实效。 

调查结果显示，广东省体育经纪人作为体育市场

中介，已在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中 91.4％的被调

查公司认为广东省体育经纪人在“沟通买卖双方，活

跃体育市场”方面己发挥出积极作用，有 77.1％的公

司认为体育经纪人“为体育行政部门、体育经济实体

和体育消费者提供服务”。至于体育经纪人在“提高交

易效率、加快交易速度、减少资源浪费”方面的作用，

认同的公司比例只有 22.8％。客观地讲，体育经纪人

在联络市场主体、代理市场交易、沟通信息方面的功

能已经得到了全社会的肯定，而创造市场需求、提升

客户价值等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2  广东省体育经纪公司发展的制约因素 
1)体育市场尚未发育健全。 

由于体育商品和服务，即经纪行为的对象，在供

给与需求的总量或分量上不会恰好相等[2]，这就必然给

交易带来困难，加之全省统一的体育市场信息体系尚

未建立起来，造成体育商品和体育服务供求状况出现

零散性、错综复杂性和模糊性等特点，给体育经纪行

为的进行带来阻碍。调查结果显示，高达 74.3％的公

司认为“体育市场不健全，没有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

转”。因此，广东省体育经纪人中介空间狭小，体育经

纪活动有较大的盲动性，甚至带有投机性，为了在狭

小的市场空间里占领尽量多的份额，经纪人难免会采

取一些不太规范、不太光彩的手段，提供中介服务的

专业化水平更是无从保证。 

2)体育管理体制不顺，监督管理不到位。 

当询问被调查公司“成功代理一项体育经纪业务，

应处理好哪几方面的关系”时，58.7％的被调查公司

将与体育行政部门的关系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而将其

与真正的市场主体，如运动员、教练员、体育组织的

关系放到了较次要的地位，这说明体育经纪公司的活

动受到上级行政部门的过多干涉。另外，广东省在体

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行业垄断、项目垄断，

造成体育市场的不公平竞争，抑制了体育经纪公司的

积极性及其功能的实效性。如从事体育经纪业务的公

司有各体育局下属的单项协会或项目管理中心，它们

既管理又经营，导致其他经纪公司无法参与公平竞争。 

3)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国家虽然出台了《体育经纪人管理办法》(修订

稿)，但该文件过多的是约束经纪人个体或组织，而对

中介活动全过程的管理较为混乱，可操作性不强。广

东省目前仍未出台自己的《体育经纪人管理办法》，调

查显示，有 46.8％的人认为“体育经纪人的法律法规

不明确”，27.4％的人认为“上级主管部门不明确”。

事实上体育行政部门与工商行政部门在管理权限上没

有清晰界限，因而出现了许多不应出现的现象，如委

托合同、佣金无人检查，发生纠纷后又没有一个有效

的解决渠道，无证经营、不履行合同或乱收费及服务

标准混乱等，造成少数体育中介组织或从业人员的违

法与违规行为时有发生，影响了体育中介行业的规范

发展。 

4)缺乏高素质的体育经纪专业人才。 

调查表明，虽然广东省体育经纪人队伍呈现出年

轻化、高学历、多元化趋势，但基本分为两大类：一

类是退役运动员，退役后，仍活跃在体育界；一类是

其它专业的人员涉入体育中介领域。而真正既懂体育

领域知识同时又具备体育经营及管理知识的人才很

少。访谈中了解到，一些公司员工缺乏专门知识，体

育经纪活动无论是在组织形式、活动范围、经营方式，

还是管理、操作、运营等方面都还很不成熟，甚至出

现由于缺乏经验与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而受骗上当的

情况。体育经纪人队伍中良莠混杂，无证经营、偷税

漏税、靠拉关系搞欺骗的事时有发生。 

5)中介行业缺乏自律。 

国外体育中介市场发展的过程表明，自律性程度

高是体育中介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3]。广东省体育

中介组织机构虽有几十家，但仍无体育经纪人协会一

类的自律性组织成立。现阶段我省对体育中介市场的

管理，习惯用行政手段而不是法制手段。体育中介市

场管理部门往往只重收费，轻管理。尤其是有的单项

运动协会，一方面通过颁布相关的规定制约体育中介

组织与人员，另一方面又垄断体育中介组织的经营领

域和业务空间，极大地损害了体育中介组织和从业人

员的根本利益[4]。在调查问卷的开放式部分，许多被调

查者都提出了“成立体育经纪人行业协会”的迫切要

求，希望能通过行业协会让体育经纪人实现真正意义

的“自我管理”。 

 



 
32 体育学刊 第 15 卷 

 

3  广东省体育经纪公司发展对策 
1)发展和完善体育市场。 

首先，要培育体育市场主体，一方面要推进体育

产业化进程；另一方面，要增加体育人口，扩大社会

对体育消费的需求。其次，健全体育市场的法律法规，

一方面，政府部门要自觉地依法行事；另一方面，通

过健全法律法规，保护进入体育市场者实现自己的合

法权益。最后，合理配置体育市场资源，进行体育产

业结构调整，进行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从

整体上提升体育市场的竞争力，使体育市场生产要素

在更广阔的领域、更高的层面上流动和竞争，从而推

动体育市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 

2)加大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 

将政府现行控制的运动员和运动队的管理、体育

比赛的组织、各类体育技术人才的培训、体育活动的

审批等职能逐步分离出来，交由市场或中介组织去完

成；加快单项协会实体化、社会化的步伐，尽快实施

试点工作，选择若干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运动项目协会

进行社会化改造，使其真正成为具有广泛代表意义并

受到章程约束和监督、责权利统一的社团法人，充分

发挥其对体育市场的行业管理作用；要加快体育系统

事业单位的转制，省一级大多数运动队应转变为相应

的体育俱乐部，政府不再直接干预其管理；体育部门

的体育赛事均应实行公开招投标，而不应由个别事业

单位垄断经营。 

3)制定和健全各种法规制度，实行一系列优惠政

策，促进体育经纪业发展。 

尽快制定与《体育法》《体育经纪人管理办法》相

配套的有关规定与实施细则，制订广东省内的《体育

经纪人管理办法》和《体育赛事招投标管理办法》，推

行体育赛事经纪制度与运动员经纪人代理制度，规范

体育中介行为，做到严格执法，依法经营，保证体育

中介市场有序高效运行。排除各种行政干扰，降低进

入体育中介市场的门槛，消除对体育中介组织和从业

人员的各种限制，为体育中介组织提供宽松的体育市

场环境[5]。鼓励、扶持和保护社会兴办民营体育中介企

业，积极开发各类体育中介市场，通过减免税、低税

或延迟收税等优惠政策，鼓励社会投资体育中介市场，

疏通投资渠道，规范体育中介市场行为，降低投资成

本。 

4)逐步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与社会监督相结

合的体育中介市场监管体系。 

据我国即将出台的《经纪人法》的规定，广东省

体育经纪人的活动应由广东省体育局和工商局共同管

理，同时由广东省体育经纪人协会对从业人员实施行

业规范，从而形成分层次、分级别的管理监督机制[6]。

体育局是体育经纪人的行政主管单位，主要负责制定

和推行有关政策法规，对各项目的体育经纪人工作进

行统筹管理和协调，扶持成立广东省体育经纪人协会

等宏观管理。工商局负责体育经纪人和经纪公司的营

业执照、登记注册、行纪检查等内容。行业协会负责

协调、沟通、评判、纠纷解决、培训等服务工作，是

资格认证、业务培训、职业道德建设的自律性组织。 

5)建立健全体育经纪人培训体系，加快体育中介

人才的培养。 

建议对体育经纪人的专业培养采取以下措施：一

是要在保证培养质量的基础上追求规模；二是由体育

院校和其他高校合办，或者由综合性大学的体育院系

与财经院系合办；三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聘

请实践领域的专家，采取案例教学、情景教学等形式，

注重实践操作；四是坚持培养目标与国际体育经纪事

务接轨，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要注意引进国外案例；

五是采取正规院校培养与短期培训相结合的方式，拓

宽培训方式。短期培训是对正规院校培养的补充和继

续，可以帮助体育经纪人不断调整知识结构，更新知

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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