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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广州市体育用品企业品牌经营过程中存在问题，提出对广州市体育用品品牌发

展战略的思考：体育用品企业的发展要弘扬企业家精神；打造企业品牌文化；明确品牌定位，提

高品牌战略意识；加大创新力度，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加大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充分发

挥行业协会作用；促进形成产业集群，实现企业集团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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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management of sport supply brands in Guangzhou,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eir thoughts about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 supply brands in Guangzhou: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 supply enterprises, we should first promot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establish enterprise brand 

culture, clarify brand orientation, enhance brand strategy awareness, increase innovation power, boost the core 

competitive strengths of enterprises, increase the policy supporting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fully exert the func-

tions of industrial associations,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industrial groups, and realize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collectiv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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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我国体育用品市场，国际、国内体育品牌群

雄并起，如国外的耐克、阿迪达斯和国内的安踏、李

宁等，尤其是李宁、安踏等国内品牌的迅猛发展，并

开始和国际体育品牌争夺中国的体育用品市场。然而

国内体育用品品牌，多集中在福建省晋江市，如安踏、

361°、匹克、特步、鸿星尔克、中国乔丹等。相比之

下，体育用品企业的创立与发展均早于福建晋江的广

州市，虽然经济条件和设施远远优于福建晋江，却很

少有像安踏、361°这样的国内知名体育品牌出现。 

本文选出 5 家在广州市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体育用

品企业(广州市双鱼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广州闪电

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广州兰狮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广

州全氏金公爵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广州康威集团体育

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为调查对象，分析其发展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 

1  广州市体育用品企业品牌经营中存在的

问题 

1.1  缺乏品牌战略意识 

广州市的体育用品企业在品牌建设方面缺乏品牌

战略意识，例如目前很多企业竞相降价促销，他们对

体育品牌的经营只是停留在营销的层面上，而没有从

品牌的层面高度着手。例如，广州市闪电体育用品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但闪电的商标注册却

在 2000 年，显然缺乏品牌意识，更不懂得品牌战略。

与广州市的体育用品企业相比，晋江市的体育用品业

显然做得很好，为了打造品牌，他们竞相采用“央视

+明星代言”的模式，迅速在国内消费者心中树立了

品牌形象，孔令辉(安踏)、谢霆锋(特步)、蔡振华(喜德

龙)、伏明霞(美克)、郑伊健(名乐)、吴奇隆(德尔惠)、

王励勤(恩东)、陈小春(鸿星尔克)、刘德华(贵人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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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影视明星分别在晋江运动鞋的名下做代言广告。 

品牌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越是竞争激烈的市场越

需要品牌战略。因此，成功的体育用品企业应该注重

品牌的培养，提高自己的品牌战略意识，进行科学的

品牌战略规划，而不是简单认为品牌战略就是给产品

取个好名字，拍个好广告，然后花钱打广告。这仅仅

是一种营销策略，仅仅是处于营销 4P 中的推广层面，

并没有到达品牌战略的高度，这样的企业很容易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昙花一现。所以，我们要在企业的品

牌建设上下功夫，要有品牌战略眼光，不要总是在营

销层面花心思，只是想着广告投放、开拓新的市场，

只考虑销售量，这些与品牌战略相比是短期的行为，

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一个企业品牌的价值，

才是企业生命力的真正体现。 

1.2  品牌定位模糊 

对于广州市大多数体育用品企业来说，他们很少

对自己的品牌进行明确定位，尽管“定位”已被誉为

对美国影响 大的商业观念，中国企业家也耳熟能详，

但很少有企业家打算去实践它，尤其在经济快速增长

的中国。正像阿尔·里斯在探讨中国企业的未来发展

之路时说的那样，中国的大多数企业并不懂聚焦战略，

而是盲目地进行企业扩张，以至于消费者对那些知名

品牌的印象变得越来越模糊。所以，在随机采访的体

育消费者中，仅有极小部分人能把一个品牌与其代言

人对上号，大部分人根本不认识或者不关注这类体育

品牌，他们只知道耐克、阿迪达斯、安踏和李宁等，

而对广州市的体育品牌更是知之甚少。所以说，目前

广州市体育用品企业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 市场定

位模糊，不能很好地把握市场，也没有进行明确的市

场定位。同时，产品在消费者心中也没有明确定位，

消费者不知道这些企业到底是以接受大批订单为主，

还是以专卖店分销为主，产品的档次在消费者心中没

有概念，大多数被消费者视为低档运动产品。 

1.3  科技创新能力低 

广州市的体育用品企业主要是中小型的私有企

业，所以很难靠高薪留住人才，从业人员的学历水平

多集中在初高中阶段，技术研发人员占全体员工的比

重很小，平均不足 10%。同时，这类企业的生产设备

落后，没有雄厚的资金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大部分企

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明显不足。而晋江市的多数大型体

育用品企业都有自己的科研机构研发新产品，因此也

拥有了自己的创新科技，例如，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

司自 2000 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

并于 2005 年率先联合比利时著名的运动鞋研发机构

RSCAN、北京体育大学生物力学实验室、中国皮革和

制鞋工业研究院，在国内设立首家运动科学实验室，

致力于运动鞋安全性、舒适性的研究和鞋类产品研发

创新，该实验室已被确认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现正

积极争取纳入国家级技术中心管理，同时拥有核心技

术即“芯”技术[1]。另外，361°的“猎豹仿生”技术、

鸿星尔克的“GDS 全掌地面减震”技术、爱乐的“氢

动力”等核心技术也被晋江体育企业持有。 

 

2  广州市体育用品品牌发展落后的主要影

响因素 

2.1  缺乏企业家精神 

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提

出企业家精神中 主要的是创新，进而把企业家的领

导能力与管理等同起来。他指出，企业管理的核心内

容是企业家在经济上的冒险行为，企业就是企业家工

作的组织[2]。由此可知，企业家精神对于企业的成长和

发展至关重要。广州市体育用品企业大部分缺乏企业

家精神，在访谈中，很多企业的老总心中没有太多的

激情去打拼自己的企业，也感受不到那种敢于创新、

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他们多数思想过于保守，不

敢投入太多的资金去创新。广州市体育用品企业多数

是私营企业，而且是家族式企业，有相当一部企业老

总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去继承自己的事业。所以，很多

企业后继无人，其本身又缺乏精力和激情，对企业文

化存在负面影响，对企业员工也有不利的影响，而且

在制定企业发展战略时势必也会受到影响。因此，一

个缺乏企业家精神的企业，是没有活力的企业，也是

没有创造性的企业，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体育用品市

场，很难占有一席之地。实际上，企业家精神是一个

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打造企业文化、形成

企业品牌的内在动力，所以企业家精神是影响企业品

牌发展的内在因素。 

2.2  政府政策支持不够 

作为影响体育用品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政

府政策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政府的

政策支持可以体现在增强企业融资能力和市场经营能

力以及资金支持等方面。在这方面，晋江市政府给予

当地的体育用品企业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无论是从企

业的初创到质量立市阶段，还是从企业品牌立市到融

资上市阶段，政府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例如，为了

打造晋江市体育用品品牌，晋江市政府邀请有关专家、

学者及外地成功品牌企业老总对晋江企业家们进行品

牌理念的宣传和教育，组织企业家们走出晋江，到外

地考察学习其他著名品牌企业的经营理念和运营方

式。2003 年 9 月和 2004 年 5 月，晋江市委、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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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中国企业总裁(晋江)高级

研修班”，专门为全市企业家们授课。在品牌改制上市

阶段，晋江市人民政府下发了《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

成立晋江市企业改制上市专家顾问组的通知》，聘请

20 位国内证券界领导、专家，成立晋江市改制上市专

家顾问组，为企业资产重组、上市融资提供专业咨询，

指导企业防范化解上市风险，除此之外还给予上市企

业一定的奖励。因此，我们从晋江市体育用品业发展

阶段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和影响可以看出，晋江市政

府政策在晋江市体育用品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巨大

的。然而，广州市政府对于当地体育用品企业的支持

相对不足，所以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不够也是制约广

州市体育用品企业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 

2.3  没有形成产业集群 

所谓的体育用品产业集群，就是在一个适当大的

区域范围内，生产体育用品的几个企业和为这些企业

配套的上下游企业，以及相关的服务业，通过产业关

联聚集在一起。体育用品产业集群能为企业带来低成

本优势，提高企业竞争力。另外，体育用品产业集群

的形成可以使企业重新进行市场的分工和定位，例如

一些大企业开始将生产工序实行外包，从而腾出更多

时间和精力专注于市场和技术的开发，而小企业承担

产业链中的其他环节，形成了大中小企业的分工协作

体系，达到互惠互利。晋江市体育用品产业集群现象

较为明显，2007 年 12 月，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批准建

立晋江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目前，晋江全市有鞋业企

业 3 000 余家，其中超亿元企业近 30 家，规模以上鞋

类生产企业产值占全市鞋业产值近 70%，产业规模效

应明显，产品质量、设计及技术水平的提高，为晋江

体育用品企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产业集

群的形成，吸引了大量商贸企业进驻晋江原辅材料市

场，产生了一批专门为生产型企业提供产前、产中、

产后服务的服务型企业，提高了生产服务社会化程度。

从鞋的配件、鞋楦、鞋底、鞋跟、鞋衬、吹塑到纸盒、

包装盒等均由专业厂家生产，形成了社会化分工、自

主配套的生产协作网络。据不完全统计，晋江全市原

辅材料年交易额已超过 300 亿元，大部分企业做到足

不出户就能完成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部流程[3]。体育用品

产业集群的形成有利于减少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信息

搜索、交易谈判、交易实施等方面的成本，有利于节

约一个地区内的各个经济组织之间的交易费用，实现

资源共享，从而大大节约了采购成本，提高了采购的

效率。 

与晋江市体育用品企业相比，广州市的体育用品

产业没有形成集群现象，体育用品企业分布较为零散，

这样就不能形成竞争优势，也不利于品牌的发展。 

2.4  行业协会作用不明显 

行业协会，是指从事相同性质经济活动的经济组

织，为维护共同的合法经济利益而自愿组织，经依法

登记，实行行业服务和自律管理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包括行业协会和商会。行业协会 大的特点就是一种

特殊的中介组织，即同行企业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

的桥梁和纽带。行业协会的主要作用有 3 点：一是为

同行企业提供信息，使会员企业可以更有效地运作；

二是通过参与政府活动、市场调研、广告等来提高该

行业的地位；三是协调和解决同行企业之间矛盾，引

导企业健康发展。 

成立于 2004 年的晋江市制鞋工业协会，其会员包

括了晋江市的体育用品企业，鸿星尔克体育企业作为

首届协会会长单位。协会成立其中一个目的就是防止

恶性竞争。协会创办专门的网站，定期公布鞋业动 、

市场需求等信息。总之，协会为推动晋江鞋业的发展

作出了重大贡献，福建晋江已拥有安踏、361°、爱乐、

乔丹、美克、亚礼得、金莱克、德尔惠等 8 个“中国

驰名商标”和 7 项“中国名牌产品”以及许多福建省

著名商标。还有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361°体育用

品有限公司、喜得狼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喜得龙体育

用品有限公司等 12 家上市公司。所以说，晋江市体育

用品行业协会也为晋江市的体育用品业提供了一个良

性的发展环境，避免了同行之间的恶性竞争，形成了

产业集群的共同发展局面。所以，行业协会也是促进

体育用品企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于广州市的体育用品业来说，尽管也有自己的

行业协会，但是其作用确实不很明显。协会没有充分

发挥体育产业协会宏观管理和调控作用，缺乏对体育

用品企业之间发展的指导和规范管理。 

 

3  广州市体育用品品牌发展战略思考 
3.1  弘扬企业家精神，提升品牌文化 

敢于创新、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是一个企业

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品牌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作为以中

小型企业为主的广州市体育用品企业应该改变以前家

族式管理的传统观念，不断弘扬创新、冒险、宽容的

企业家精神，重视品牌文化的建设和提升，在品牌经

营中不但要考虑产品的销量、利润、市场占有率等，

还要注重品牌的认知度和忠诚度，侧重品牌独特的个

性，以此提高品牌价值，提升品牌形象，从而为品牌

建设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3.2  明确品牌定位，提高品牌战略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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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大部分体育品牌的经营只是停留在营销的

层面上，而没有从品牌的层面着手。营销是手段，品

牌是战略。营销和技术、价格一样同属于企业操作层

面的策略。而品牌战略是从企业长期的发展出发，依

靠各种品牌营销手段，注重品牌美誉度和忠诚度的培

养，使自己的产品形成品牌，从而规避同质化竞争和

价格战，使营销变得更加简化，正如李光斗[4]说的，只

有同质化的营销手段，没有同质化的品牌。如阿迪达

斯、耐克等国际品牌等，根本不需要太复杂的营销手

段，便能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因为他们通过品牌

战略打造了自己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通过提升品牌的

竞争力来使企业长盛不衰。因此，体育用品企业应该

注重品牌的培养，提高自己的品牌战略意识，做出科

学的品牌战略规划以提升品牌的价值，这样才能持久

发展。 

3.3  增强创新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发展独特技术、开发独特产品

和发明独特营销手段的能力。目前，广州市大部分体

育用品企业仍处在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即产品加工的

阶段，因此还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产品的核心

竞争力是一个品牌竞争的强大武器，决定着品牌发展。

所以，体育用品企业应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进

行技术创新，引进高科技人才，在产品的研发和设计

方面多投入一些，争取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另外，

企业领导一定要认识到科技创新对于品牌发展的重要

性，不断加大资金投入，不要将资金盲目投入到其他

方面，从而忽视了企业的长期发展。毕竟，未来体育

用品企业发展的趋势必将是体育品牌之间的竞争，只

有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变成为品牌竞争力，体育用品

企业才能在未来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广州

体育用品企业应该努力提高科技研发和创新能力，提

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创建属于自己的体育品牌。 

3.4  加大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中小型体育用品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政

策支持，所以政府应加强对这类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

从咨询、税收政策、知识产权保护、融资政策、品牌

上市等方面给予政策、资金等支持，引导企业进行产

品升级和机构优化，鼓励中小型体育用品企业发展壮

大，从各方面调动他们发展的积极性。另外，还要充

分发挥行业协会的组织协调作用，积极为行业的发展

提供信息和指导，引导企业健康发展，向政府建言献

策，促进行业内相关问题的解决，同时以服务为宗旨，

为会员企业提供信息、培训、商贸、融资等服务，协

调解决企业纠纷；帮助企业解决用工、用地问题，组

织企业应对反倾销调查；推动企业品牌打造和文化建

设，规避同质化竞争等。真正为企业的发展做一些实

事，帮助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3.5  促进产业集群，实现集团化发展 

广州市体育用品企业分布不集中，企业规模较小，

很难在竞争激烈的体育用品市场中实现突围，尤其是

在产业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中小型体育用品企业的

发展只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因此，为了改变这种局

面，生产体育用品的几个企业可以重新进行市场分工

和定位，分别在产业链中专注于某个方面，例如有些

专门进行市场开发，有些专注于生产技术创新，有些

专注于原材料的供应等，从而形成企业间的分工协作

体系，达到互惠互利。这样会吸引大量的相关企业进

入广州，为体育用品的制造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

务，从而形成产业集群，减少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信

息搜索、交易谈判、交易实施等方面的成本，为企业

带来低成本优势，提高采购效率，从而提高企业竞争

力。同时，一些中小型体育用品企业也要勇于面对现

实，敢于进行重组改造，实现企业的兼并重组，走集

团化发展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

竞争。因此，广州市中小型体育用品企业的兼并扩张

之路，能够减少不必要的低水平重复建设，达到扩大

生产规模，实现生产要素优化组合，提升品牌竞争力，

这也是未来体育用品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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