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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理论层面，关于体育产业与网络文化产业的互动研究是新命题。推动体育产业与

网络文化产业联动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体育产业与网络文化产业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核心和

主流，利用网络文化产业业态创新推动体育产业的网络化进程：重点推动体育产业与网络文化产

业发展理念的融合，利用网络文化产业业态优势创新体育产品和服务，联姻网络营销打造体育产

业品牌影响力，并基于“体验式”网络文化产业推动体育产业业态创新，实现体育产业的大发展。

关  键  词：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网络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1)04-0014-06 
 

On the logic of interaction between and strategies for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 industry and the network culture industry 

XIE Xue-fang 
（Depart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China） 

 
Abstract: In terms of theory, the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port industry and the network culture industry is 
a new topic. Boosting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 industry and the network culture industry is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ort industry and the network culture industry is the core and 
mainstream. We should utilize the innovation of the network culture industry to boost the progress of networking of the 
sport industry, primarily boost the fusion of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 industry and the network culture in-
dustry, utilize the advantages of the network culture industry to innovate sport products and services, couple with net-
work marketing to build up the influence of brands in the sport industry, boot the innovation of the sport industry based 
on the “experiencing style” network culture industry, thus realize the grand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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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在国际上，美国体育产业年增加值占 GDP 总量的 2%，

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占到 11%，我国体育产业的贡献则

只有 0.7%，贡献率仅为美国的 1/16[1]，这在经济社会

中的地位和作用与作为体育大国的国际形象极不相

称。鉴于此，下一阶段如何挖掘我国体育产业的巨大

发展潜力，应考虑借力新兴产业业态的发展。 

 

1  推动体育产业与网络文化产业联动发展

的战略意义 

1.1  体育产业与网络文化产业联动的研究是新命题 

网络文化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代

表了文化产业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体育产业与文化

产业的融合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0 年 3

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

成为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体育产业政策。意见强调“协

调推进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互动发展，推动体育产业

与文化、旅游、电子信息等相关产业的复合经营，促

进体育旅游、体育出版、体育媒介、体育广告、体育

会展、体育影视等相关业态的发展。”①这意味着国家

层面已经将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的互动发展放在重要

战略地位。而今天网络时代的到来宣告网络文化产业

进入快速发展期，也赋予了体育产业发展全新的生态

环境。网络视频、网络出版、体育网站、网络互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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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延伸了人的肢体，与体育赛事等体育产品的结合为

消费者提供了可进行在线即时交流互动的平台，人们

可以欣赏到全球高水平比赛，也增强了互动与交流，

从而为体育产业提供了新的传播与体验载体。 

从这一层面来讲，关于体育产业与网络文化产业

的联动发展研究，将突破单一的体育产业理论范筹的

探索。把体育产业作为整体产业，将体育产业的理论

研究边界延伸到新兴的网络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层面，

研究体育产业与网络文化产业业态间、体育要素与网

络文化要素间的种种关系，探索和总结我国体育产业

未来发展基本规律和趋向，从而实现对传统体育产业

理论内涵与外延的扩展，进而形成全新的体育产业理

论体系。 

1.2  体育产业与网络文化产业的联动发展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 

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体育产业与网络文化产业

的联动研究，将为体育产业开拓网络化发展渠道提供

可资借鉴的发展路径。立足国际，体育产业与文化产

业已多被“体育文化产业”的提法所取代。体育文化

产业既是朝阳产业，也是绿色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发达国家，体育文化产业

已是成熟产业，全球每年体育产业总产值已达 4 000

亿美元以上，并以每年 20％的速度增长。美国和澳大

利亚体育产业提供的就业机会超过了铁路、保险、电

力等主要行业。实际上，体育运动的国际性和竞技体

育的国际化趋势决定了体育产业的国际化特征愈发明

显，也决定了淡化时空限域、开放性凸显的网络文化

产业将彰显其优势，提携体育产业突破国界成为一项

全球性的经济活动。换言之，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打

破了产业边界与国内外区域边界，被赋予了与生俱来

的开放性与全球流动性特征，这与体育产业走向国际

化的特征不谋而合，在此意义上，推动体育产业与网

络文化产业的联动发展将助推我国体育产业全面崛起

的步伐。 

立足国内，体育的文化产业化是体育自身发展规

律和体育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大力推动体育产业与

网络文化产业的互动发展，是拓展体育产业发展空间、

提升体育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也是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娱乐需求、提升城市形象和市民

文化生活质量的必然选择。体育产业中的多项分支门

类产业，如体育健身休闲、体育竞赛表演、体育广播

电视、体育动漫网游等都表现出文化产业的基本特点。

在此基础上，随着网络文化产业的快速崛起，体育产

业与网络文化创意元素的融合度越来越高，通过体育

产业与网络文化产业的融合研究，将有利于积极发挥

体育创意资源的积聚效应，开拓新兴体育文化市场，

促进体育产业快速走向网络化、产业化、社会化。 

鉴于此，顺应体育产业新一轮发展大格局与网络

文化产业发展趋势，研究体育产业与网络文化产业的

互动发展战略，不仅符合国家战略要求、顺应国际体

育产业发展趋势，而且对于壮大体育产业、繁荣体育

市场、提高体育文化服务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也

成为当前的重大理论课题。 

 

2  体育产业与网络文化产业联动发展的相

关研究 

2.1  在比较视域的逻辑框架下定性分析体育产业与

文化产业的互动问题 

文体不分家，文化产业与体育产业有着很多的交

织部分，在国际层面，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的互动发

展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学者埃尔菲·米克认为，体

育产业主要包括 3 个部分：一是参与性体育娱乐活动

和消费；二是体育产品和服务；三是体育维护组织如

协会、市场营销组织等。这一概念本身就体现了体育

产业是融入文化产业发展框架中的[2]。在美国，休闲体

育产业、职业体育产业、体育健身产业以及体育用品

产业构成体育产业的 4 大主体，而文化创意元素的融

入，使其成为美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发动机；意大利的

体育产业也突出文化元素的重要性，健身娱乐业、体

育博彩业和体育广告业等是重要部分，而其中的足球

产业就是包括门票、广告、电视转播权、俱乐部标志

产品营销在内的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的典型[3]。立

足国内，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也趋向于提出“体育文

化产业”的概念。鲍明晓认为体育与产业结合构成体

育产业，体育产业的形成催生出新的体育文化。②从

反面来看，我国体育产业发展面临诸多困境——体育

产业比重偏低，主体产业不突出，产业结构布局不合

理；体育经营实体化程度低，产业之间的互动联系不

紧密；③并缺乏长期稳定的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这些

困境亟需借力和借鉴文化产业的发展经验。有学者指

出：文化产业的良好发展，对体育产业来说有促进作

用，体育产业可借鉴文化产业经验和方法，提高自身

发展程度；同时体育产业也面临同样的发展契机，《关

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意见》的出台使得体育产业同

文化产业一样得到了政策层面的大力支持。还有学者

专门提出现代体育产业文化体系，包括体育竞赛文化、

运动休闲与健身文化、奥运教育与公民体育文化、体

育道德与法制文化、体育文学艺术与影视文化、体育

组织与制度文化、体育文化产业与体育文化推广、体

育文化传播与交流[4]。发展体育产业的根本在于体育文化



 
16 体育学刊 第 18 卷 

 

的推广，否则不可能实现与媒体的合作[5]。特别是进入

后奥运时代，体育产业中与文化产业融合的体育旅游

产业、体育用品产业和体育休闲产业成为拉动体育经

济增长 具活力的新增长点，并大有成为体育支柱产

业之势[6]。这一研究视角对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的相互

关系进行了探索，走出了体育产业本身的理论局限。 

2.2  在联动逻辑框架下探索体育产业与网络文化产

业联动发展的必要性 

网络文化产业是较之传统文化产业而言的，是新

兴的基于网络平台的文化产业发展业态。一方面，网

络延伸了人的肢体，互联网技术和体育赛事的结合为

体育爱好者提供新的体验，人们有了自由讨论、交流

互动的网络平台，还可以下载、浏览、观看更多的比

赛，特别是可以欣赏到全球高水平的比赛；另一方面，

作为第 4 媒体的网络在体育产业营销中起到桥梁和促

进作用，它跨越了时空限制，减少了传播的中间环节，

使企业和消费者同时受益，从而对体育产业的发展起

到促进的作用[7]；此外，网络信息在体育管理、体育营

销、体育拓展、体育开发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有利于体育资源的整合与综合利用，有利于体育服务

产品的开发[8]。实际上，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给体育产

业带来诸多启示——事业、产业分开发展，逐步放开

相关领域，按照市场化模式运作，政府在其中主要扮

演服务、监督以及适当管理的角色，这些都可以被体

育产业发展、体育产业体制改革和市场完善所借鉴，

文体产业共同发展将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 

2.3  在协调融合框架下研究体育产业与网络文化产

业联动发展的路径 

这方面的研究较为零散，归结起来，可以分为以

下 4 个层面：一是技术层面。研究侧重关注体育产品

内容的科技含量。金元浦[9]曾指出，奥运产业是依托当

代高科技和传播媒介的文化实践方式，发展奥运创意

产业应从高端产业入手，以互联网和数字化媒介促进

产业化进程；消除所有制壁垒、行业壁垒、部门壁垒

和地域壁垒，实现跨越式发展，推动现代体育赛事的

网络传播，这实质上指明了体育赛事的传播需要借力

网络文化产业来实现。还有研究强调将网络创新和知

识转化为网络经济时代体育产业 重要的生产要素，

特别是利用网络技术优势快速生产出廉价、高质量的

体育产品，并充分利用技术推动体育赛事管理的网络

信息资源建设。二是结构层面。研究强调要加大体育

产业与网络文化的融合，形成两者更高的关联度，构

建综合竞争力，推动体育产业的升级转型，如建设体

育赛事网站，开发体育赛事网络直播权——网络在线

观看体育节目、体育比赛等[10]。三是传播层面。将网

络文化产业业态作为体育传播的重要手段，推动体育

产品、体育赛事的网络营销，其模式有网站推广、网

络广告、信息服务、在线服务、网上调研等。还有学

者关注网络体育赛事转播中的版权保护问题，强调通

过网络传播平台的发展和完善促进体育赛事的传播。

四是人力层面。强调体育产业应关注提高网络时代体

育产业经纪人的网络知识和综合服务运用能力。此外，

还有相关研究从战略高度，强调制定文化体育产业发

展规划，把文化体育产业发展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总体规划，把体育文化产业统计纳入到国民经

济统计指标体系，为政府部门制定文化体育产业发展

规划和政策提供依据[11]。由上述分析可见，现有研究

提出了体育产业与网络文化产业联动发展的策略，并

涉及到不同的方面，但研究未能系统从网络文化产业

各个业态全面思考与体育产业联动发展的契合点，还

需要对体育产业与网络文化产业联动发展的整体思路

与方略进行深入的探究。 

 

3  体育产业与网络文化产业的联动逻辑 
所谓体育产业是以竞技健身娱乐业为主，体育竞

赛表演业、体育培训业、体育中介业、体育用品业等

产业门类为辅，多业并举，经营项目比较齐备完整的

产业体系。据统计，我国的体育及其相关产业规模在

未来将达 2 万亿元，发展潜力巨大。④网络文化产业

则是以网络技术为平台，数字化为核心从事互联网文

化内容生产、流通和提供网络文化内容服务活动的经

营性产业集合，网络游戏产业、网络视频业、网络资

讯业、网络电视与网络电影业、网络出版、博客与 BBS

等都是网络文化产业的重要业态。将体育产业与网络

文化产业这两个独立的个体整合到一个平台上来讨

论，实际上主要源于两者存在的契合点——体育产业

与网络文化产业在内容体系、产品特性、受众对象、

管理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相似。 

网络文化产业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搭建了桥梁，网

络文化产业突破了时空限制，减少了传播的中间环节，

以更迅速、更直接的方式满足大众的需求，并实现与

体育受众的沟通，对体育产业与国际接轨起到了促进

作用。实际上，长期以来，我们对体育产业的认识偏

差以及忽视市场消费人群的诉求，导致对体育文化理

念的淡化和传播的失利，从而导致我国体育人口增长

缓慢、体育产业市场不稳、体育产业竞争力不强[12]。

于是，体育产业对体育受众的漠视和网络文化产业对

网民的极度关注形成鲜明的反差。网络文化产业的主

体是中国 4.2 亿互联网用户和 2.77 亿移动网民。⑤网

络时代，网民的主体地位与作用无可比拟，网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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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各业态的变革与产品的创新都需要融入网民的需

要和诉求；而体育产业的主体同样是活跃的个体，体

育受众的需要和诉求也必然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动力

与潜力。体育产业与网络文化产业之间的互动关系是

核心和主流，区别与差异应淡化，体育产业未来的发

展必然要建筑在与网络文化产业联动协同发展的平台

上。所谓联动发展是以“和谐”为核心理念的综合性

概念，不仅指体育元素与网络文化元素的联动、体育

产业主体与网络文化产业主体的联动，更意指体育产

业业态与网络文化产业业态间的联动融合以及其他诸

要素的和谐发展。 

    体育产业的发展正处在体育文化消费激增的新时

期。体育产业发展与网络文化产业在战略定位、政策

支持、发展模式、产业化程度等比较存在的不平衡性，

说明体育产业潜能未能全面释放，不仅不能满足体育

文化消费爆发式增长的需求，也限制了体育文化市场

空间的扩展，制约了体育产业的发展。因此，必须充

分利用网络文化产业全面崛起提供的良好发展平台，

发挥网络文化产业跨跃时空因素全面整合的优势和综

合利用体育资源、体育文化元素的集聚效能， 大限

度地克服体育产业发展的障碍，推动体育产业的网络

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 

体育与网络文化产业联动发展的关键在于遵循体

育产业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挖掘和发挥两者的资

源集聚和优势互补，推动网络文化产业的优势资源融

入到体育产业产品创新、模式创新与运营创新中，整

合、搭建网络平台，拓展体育产业发展的空间和市场，

全面激活体育产业生产力，实现体育产业做大做强。 

 

4  体育产业与网络文化产业联动发展的推

进方略 

4.1  构建体育产业与网络文化产业互动发展的理论

体系 

高度重视把网络文化产业理论应用于体育产业的

理论研究中，从理论层面指导体育产业与网络文化产

业的互动发展实践。建立以联动发展逻辑为分析框架，

以互动发展战略体系为内容理论体系，分析推进体育

产业与网络文化产业联动发展的方略和路径，并配套

体育产业管理体制的创新、政策法规的创新，以及体

育产业发展模式的创新、体育产业组织创新与协作等。

这一理论分析体系，要有宏观、中观和微观方面的准

确定位。在宏观层面，加大政府对体育产业的政策支

持，在做好体育健身事业和赢利性体育产业分类管理

的前提下，加快发展体育事业的同时，积极推进体育

产业的市场化、网络化进程，激活产业的活力， 终

形成多元所有制并存的体育产业发展格局；并在政策

上积极推进体育产业与网络文化产业的有机结合，鼓

励两大产业的融合；在中观层面，推动体育行业加速

构建体育产业的网络文化服务体系，积极发挥体育协

会和体育中介组织的作用；在微观层面，鼓励体育企

业生产出具有高科技含量和竞争力的网络化、创意型

的体育文化产品和服务。 

4.2  利用网络文化产业业态创新推动体育产业的网

络化进程 

1)推动体育产业与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理念的融

合，全面激活体育产业生产力。 

从体育产业发展进程看，越来越重视体育的文化

内涵、娱乐特征以及关注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这恰恰

与网络文化产业的多元文化、强互动性特征的吻合。

文化的力量是体育赛事的核心竞争力，例如，NBA 制

造的篮球比赛实际是美国化的娱乐和生活方式的表达

和传播；英超、环法自行车赛乃至奥运会等品牌赛事

都包含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理念的传播，因此，体育

产品与网络文化产品的融合创新必须立足挖掘体育产

品的文化内涵，进行文化营销。一方面，要积极推动

体育企业与网络文化企业的合作，寻求产品融合的创

新，开发交叉性产品；搭建体育产品网络化的生产、

交易、营销、版权保护等的网络平台。另一方面，要

配套推进体育产业网络中介服务建设，更好地为推进

体育产业网络化进程提供服务。此外，要积极培育网

络时代的体育产业经纪人，既要懂得网络知识，还要

了解体育产业的运营，具备综合的服务能力。 

2)利用网络文化产业业态优势创新体育产品和服

务，推动体育元素和网络文化元素的融合。 

一是设立专门的体育新闻资讯门户网站、中国体

育网络视频网站、中国体育网络电视台、专业的体育

社交网站(网络俱乐部)以及开通体育博客、体育微博

网，并推动体育作品的网络出版流程，通过专业的体

育网络平台 24 小时更新的特点更好地进行体育产业

的营销和体育品牌的打造与传播。同时，需要建立版

权保护体系和培育体育产业的版权保护意识，学习和

借鉴影视作品网络版权保护的做法，建立起重大体育

品牌赛事直播的网络版权保护体系。 

二是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加大国际大型品牌体育赛

事、体育信息、体育文化的传播，发挥网络传播快捷、

多画面、多角度、动态传播的特征，彰显体育现场的

互动功能，展现出网络传播的不可比拟的优势。特别

是中国互联网首个跨领域媒体报道平台在 2010 年广

州亚运会的运用，开启了网络文化产业与体育赛事联

动的新篇章——网易公司联合百度、迅雷、PPS、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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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等战略合作伙伴组成“云报

道平台”，以“随时随地、任何信息”为目标进行亚运

赛事播报，实现了图片、文字、视频等多种形式的亚

运信息无障碍、低成本、随时随地的传播，网民在互

联网上各个应用中都能及时看到亚运资讯，成为运用

新互联网技术、整合互联网全产品线，开放式跨领

域跨、平台的典范。⑥ 

三是推动网络动漫游戏产业与体育元素的结合，

开发新型的体育竞技类网络动漫游戏产品和其他类型

的网络化体育产品，迎合体育产业进入“体验营销”

时代的大趋势，让体育爱好者在虚拟的环境中，体验

体育明星的风范和尝试全新的体育文化。同时，要推

动体育健身与网络游戏新业态的融合，网络游戏业人

机互动的改革将推动体育健身与人机互动式网络游戏

产品的结合，既是对网络游戏产业的一场革命性的变

革，也同样会给健身业带来新的发展生机。例如，微

软公司开发的 Xbox 系统应用到网络游戏上，游戏系

统无需控制器，它能够通过捕捉游戏玩家的动作模拟

体育运动，玩家不再只是单纯观看而是亲身参与游戏

的整个过程，用身体甚至语言来控制游戏角色的行动，

某种程度上具备了体育健身的元素；同时，X360 系统

还可以让游戏玩家借助 Kinect 来观看直播或转播的

ESPN 体育比赛，用户在观看比赛同时可与其他好友

的虚拟化身进行各种形式的互动，对比赛结果进行讨

论和投票等[13]。这一趋势足以看见体育健身与网络游

戏结合的美好未来。 

四是推动将具有中国传统或体现现代化生活的体

育项目比赛，如武术、中国式摔跤、龙舟、舞龙舞狮

等竞技表演业及其他体育产品或服务，通过与网络视

频业，新闻门户网站、网络影视、网络出版等媒介平

台的结合，推动这些传统特色体育产品冠名权的网络

拍卖、门票的网络平台销售，以及电视转播与网络电

视转播的结合，充分利用中国庞大的网民市场规模所

潜含的体育市场效应。 

3)联姻网络营销打造体育产业品牌影响力。 

体育产业的特点决定了体育品牌的战略要义和衍

生力。长期以来，我国缺乏知名体育品牌，大量引进

国际体育品牌从而处于为他人“打工”的窘状。例如，

大家熟悉的 F1 品牌，自从 2004 年 9 月 F1 进军上海，

以后的 8 年中，上海要向 F1 上交近 24 亿元的申办费

与电视转播权购买费，3 年比赛的广告收入也全归 F1

囊中；而美国 NBA 篮球赛事每年从中国拿走上亿元的

收入。这些事实都足以证明，打造中国本土的著名体

育品牌刻不容缓。充分利用网络营销的全球渗透力和

网络营销在年轻一代人中的影响力，借力日益向上的

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将网络营销融入到体育产业的

打造体系中。据数据显示，未来我国体育用品市场每

年的增速不会低于 20%，体育产业的增速将不会低于

15%[14]。鉴于此，应抓住发展契机，挖掘网络营销的

潜力，特别是重点推动大型体育赛事、文化体育赛事

旅游和高端的体育文化产品或体育文化服务的网络营

销平台的构建，大力打造文化附加值高的体育产品品

牌和相关衍生品，提高中国体育产业的品牌影响力。

同时，要积极培养超级体育明星，通过借助网络媒体

影响与网络文化产业 密切的一批青少年群体，提高

体育明星的影响力，提高体育产业的号召力与衍生力，

将体育产业链渗透到运动服装、时尚品牌、广播电视、

影视娱乐、广告业、体育图书等领域以及网络文化产

业的各个业态。 

4)基于“体验式”网络文化产业，推动体育产业

业态创新。 

在网络社会崛起的大背景下，体育产业的发展应

赋予更多开放式文化理念，不仅把体育作为休闲放松

娱乐的一种健康文化消费方式，还要打造新型的文化

休闲娱乐方式，创新虚拟体验式新型体育文化产品或

服务，营造以“多元体验”为特征的体育产业新领域，

这也是网络文化产业推崇价值分享、彰显网民个体作

为主体在体育产业中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

众是体育产品或服务的体验和表达的载体，不同特征

的人群对体育产品的需求具有差异性，而这些发散着

文化气息和特性的体育产品和部分受众就构成了小体

育文化族群[15]。这就需要体育产业的发展关注不同小

体育文化族群的需求，特别是对“体验”式体育文化

的诉求。换言之，体育产业已经成为基于“体验”的

产业，体育产业已经进入“按需定制”的时代。体育

产业与网络文化产业的结合可以实现优势资源的整

合，开发出个性化的体验式的体育产品或体育项目；

同时，也需要通过网民来定义一些新的体育元素和体

育文化，通过体验式体育打造快乐元素，创造需求、

创造独特的价值，突出网民的个人偏好，并配套一些

网络原创表演、抽奖活动及其他娱乐体验，增加体育

产品的文化内涵。此外，还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为体

育爱好者提供浏览、观看、下载、讨论、交流、评论

的体验平台，要时刻关注其提出的要求、建议、需求

和动向，并通过不断的改进、创新、完善体育产品来

提升体验的水平，打造出真正的网络体验式体育文化

活动和体育品牌。 

 

注释： 
 20① 10 年 3 月 24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



 
第 4 期 解学芳：论体育产业与网络文化产业的联动逻辑与发展方略 19  

 

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 
 ② 我国著名体育产业领域学者鲍明晓在《体育产业 

——新的经济增长点》一书中明确提出发展体育产业。 
③ 上海市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张晖明表示，产业之

间的互动联系不紧密等问题，直接困扰着体育产业的

发展。 
④ 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何文义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体育及其相关产业规模在未来将达 2 万亿

元。 
 ⑤ 根据 CNNIC 的统计，截止到 2010 年 6 月，中国

互联网网民规模已经达到 4.2 亿，手机网民规模达 2.77
亿。 

 2010⑥ 年 10 月 19 日，中国互联网首个跨领域媒体报

道平台“亚运云报道平台”在北京正式启动。易亚运

频道将向“云报道”平台各个合作伙伴输出数据，包括

图片、文字、视频等多种形式，以便网友在互联网上

各个应用中都能及时看到亚运资讯，这是对大型体育

赛事报道革新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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