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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体育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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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我校体育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参照我国现阶段体育产业发展的状况，针对我校体育产业发

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我校体育产业的基本思路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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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strateg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in Zhongsh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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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bases on the condition of sport industry of Zhongshan University and uses the condition of sports indus-
try in China as a reference in order to put forward some basic ideas and strategies for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sports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Zhongshan Univers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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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育产业发展状况

1 .1 世界各国体育产业发展状况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产

业结构的调整，体育产业异军突起，呈现出快速化、国际化的

发展趋向，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经济。目前，全世界每年

体育产业总值约在 4 000 亿美元左右，并以每年 20%左右的

速度增长。体育产业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发展尤为迅速，

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末其体育产业产值早已超过了石油、汽

车、航空，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1. 3%，位居国民经济各行

业的第 22 位；同期，意大利以“足球工业”为主体的体育产业

年产值为 182 亿美元，跻身于意大利国民经济十大行列；英

国体育产业的年产值接近 70 亿英镑，超过了英国汽车工业

和烟草工业的产值；瑞士并非体育强国，但体育产业却是该

国第 13 位支柱性产业；日本的体育产业值也达到了 4. 2 亿

日元，已成为十大产业中的第 6 位。体育产业的发展，不仅

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而且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1 .2 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状况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和调

整，体育产业作为新兴的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正不断被人

们接受。在强调体育运动的健身功能、社会功能、政治功能

的同时，体育运动的巨大经济价值已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

表现出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强劲的发展势头。1999 年全国足

球收入是 7 亿多元。篮球市场起步晚，1998 甲 A 共 172 场，

收入是 1 540 万元，排球 1998 年总收入是1 200万元。

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从论证到发展再到实践，虽然争论

较多，但发展迅速，中国体育产业最发达的上海，其体育产业

值目前已占该市总产值的 0. 5%，表现出巨大的潜力和迫切

需求。上海市在“九五”体育产业规划中，明确提出到 2010
年体育产业成为上海市第三产业中的支柱产业，北京、广州

等经济发达地区都制定了发展体育产业的经济纲要，都把体

育产业作为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加以扶持和引导，体

育产业的发展已提到经济发展的议事日程上来，为进一步推

动体育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是一个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体育产业的发展，是中

国人的生产方式，由体力劳动转向脑力劳动，由劳动型生活

方式转向休闲型生活方式的大趋势中所产生的必然，是我国

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源泉。

要保持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不但要进一步扩大经济总量

和规模，而且更重要的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体育产

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好适应了这种形式的要求。我国

中央及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体育产业的发展。1996 年中央

八届四次会议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

收稿日期：2001 - 08 - 31
作者简介：张保华（1963 - ），男，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体育经济与管理。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形成国家与社会共同举办体育事

业的格局，走社会化、市场化的道路”。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指

明了发展方向。朱镕基总理在 1999 年的政府作报告中第一

次指出，把体育健身作为引导消费，扩大内需和拉动经济增

长的重要方面加以扶持和引导。从体育产业的概念、观念到

作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的变化中，可以看

出，体育产业在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中央到地方政

府都非常重视，都把它作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东西部地区及发达地区

与贫困地区的差异，工业化进程及城市化进展缓慢，导致中

国体育产业的有不同发展水准。目前体育产业的发展还刚

刚起步，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和

调整，对体育的消费需求将是巨大的。虽然中国体育产业的

发展起步晚，但发展快；整体规模不大，但体育产业的本体市

场已基本形成，市场规模的框架已基本形成，社会各方面都

把它作为新经济的增长点加以关注和培育。随着经济改革

的不断深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花钱买健康”的观

念在大中城市已逐步形成，适用家庭的健身娱乐器材已走进

千家万户，健美操、健身、网球、篮球、足球场地等供不应求，

运动服装、鞋、运动用品及饮料的需求大大增加，体育产业在

我国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我国体育产业主要包括 3 个方面：一是体育的本体产

业，如体育竞赛、健身培训、体育彩票等因为体育本身的作用

和魅力而吸引人们的投入。二是体育的相关产业，如体育用

品的生产业，体育博览会等。三是体育部门运用多余力量在

其它方面的创收。具体分为体育商品、体育劳务、体育人才、

体育健身、体育科技、体育广告、无形资产、体育彩票、股票、

门票收入、场地出租等。

2 高校体育产业的发展状况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

化，以及全民健身和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高校体育改革特

别是高校体育场馆管理及体育产业发展已提到议事日程上，

如何面向社会开展有偿服务，以补充社会体育场馆的不足，

发挥高校体育场馆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目前高校发展

体育产业普遍存在的重要问题。

高校体育场馆具有数量多、功能全、地理环境好的优势，

又有各个项目的专业教师，但在开展有偿服务方面，存在着

体育资源利用率低，面向社会服务不够，形式单一、渠道窄、

层次少等问题，而且有偿服务收费标准缺乏科学的测评，创

收资金缺少管理的约束。整个高校体育产业的发展还处于

起步阶段，按体育产业的分类划分，高校目前只是在体育商

品、体育健身和培训、场地出租方面有所发展，而在体育竞赛

等体育产业的很多方面还未起步。

高校体育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受思想观念约束，不够开

放。另一方面受整个国家体育产业发展水平的制约，限制了

高校体育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如何有效地发展学校体育产

业，目前还没有成功模式，但发展高校体育产业，面向社会开

展有偿服务，服务于全民健身计划是中国社会体育发展的客

观要求。高校体育产业的发展应该抓住这一有利的契机，转

变观念，走向社会，走向市场，充分发挥高校体育产业的资源

优势，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开创高校体育产业发展新局面。

3 我校体育产业的发展状况

3 .1 我校的环境特点及体育设施状况

我校地处珠江之滨，极具岭南特色的花草树木，把校园

装扮得好似一个公园，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运动和休闲。

我校的体育设施数量多，功能全，现代化的运动场馆，更

是吸引了大批的运动爱好者。自 1988 年英东体育中心建成

后，我校拥有体育设施情况见表 1。

表 1

═══

英东体育中心体育设施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1 标准塑胶田径场 1 7 排球场══ 6
2 标准煤渣田径场 1 8 体育馆══ 1
3 游泳池 15 m × 50 m 2 9 室内健身房══ 1
4 10 m 跳台 1 10 健美操房══ 1
5 网球场 13 11 乒乓球室═══ 1

6 篮球场 14 合计 42

3 .2 我校体育产业发展状况

（1）自中心建立以来，我校的体育产业一直采用一种简

单方式经营，主要以场馆出租为主，没有明确经营目的，也没

有制定相应的经营策略，随行就市，无压力也无动力，干多干

少一个样，经营收入全部上缴学校，体育设施维修、水电等一

切费用由学校承担。中心及体育部无积极性，所以 10 多年

都是采用同一种模式，场馆出租，形式单一，场馆使用效率

低，大大制约了体育产业的发展。

（2）我校体育产业的主要内容：根据体育产业的分类，我

校体育产业具体表现在场馆出租为主，门票、办证收入为辅，

场馆出租主要是利用节假日及双休日进行，可供出租的场地

有网球、乒乓球、篮、足、羽毛球及健身房和游泳池，内容较丰

富，但形式、价格的制定不科学，收入受气候因素影响较大。

（3）经营管理状况：经营策略方式单一，随行就市，场馆

出租收多收少一个样，无激励机制，也没有奖罚制度，而且场

馆出租长年交由一个人管理，弊端较多。

（4）场馆出租价格：制定不科学，既没有考虑天气时间段

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场地设施的状况，既无优惠，又无折扣，

任何时间租场地，价格都一样。

（5）管理松散，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致使一部分工人

不按规定开单租场，擅自收费，收费所得据为己有，严重违反

了中心的利益。

4 学校体育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

在明确场馆产权和经营权的前提下，通过学校有关部门

的监督，体育中心成立专门的体育场馆开发研究中心，制定

相关的经营策略和经营目标，直接服务于学校，产权所有者

和经营者相对独立，责、权、利明晰，学校负责制定相关发展

体育产业的优惠及政策，体育中心负责执行实施方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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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对学校负责，中心从经营的利益中取得相应报酬，最大

限度提高场馆的使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双方得益。

学校体育产业的发展前提必须明晰产权，界定权利和义

务，使经营者拥有独立的经营权，在学校严格的财务约束机

制下，选择适当有效方式进行经营，对比有以下思路：

（1）明确经营原则和服务对象。经营的目的是为了最大

限度提高场馆使用效率，但前提首先满足本校学生、教职工

的需求，在节假日、双休日中实行对社会开放，多渠道、多形

式开发体育产业的项目。

（2）以体育中心的经营权为核心，明确经营的责、权、利。

在学校的监督下，体育中心有经营自主权和决策权，对场馆

的经营实行独立方式运作，避免学校的行政干预。

（3）以经营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建立效益比较机制。

为经营者在保证场馆的正常运作下，追求最大的经营效益，

真正围绕效益抓经营，围绕经营抓管理，体育场馆管理以效

益为中心，在场馆经营活动中，其经营的目的在于创造良好

的社会效益的同时，获取最大利润。

（4）增加透明度，公开业务操作。随着体育产业的不断

发展，尤其是场馆及服务种类的增加，必然出现多层次的服

务业务和收费标准，体育中心的经营者必须具有强烈的服务

意识和策略，发挥自身的优势，公开业务操作，规范经营规

则，不断发展和完善体育产业的经营意识。

5 我校体育产业发展过程的问题与对策

5.1 问题

（1）体育场馆的产权关系不明晰，影响着经营者收益最

大化目标的确定。学校是体育场馆的拥有者，体育中心是体

育场馆的经营管理者，但二者往往混淆不清，产权界限模糊，

权利界区交叉重叠。体育中心是场馆的经营管理者，而某些

方面又是场馆的拥有者，场馆收入全部归学校所有，体育中

心只有场馆的使用权，没有相对分配权，导致二者关系不明，

责、权、利分配不合理，致使场馆经营管理效率低。

（2）对体育产业的认识滞后，思想保守。我校地处经济

发达地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花钱买健康”的观念已逐步树立起来，对体育产业潜力和发

展前景认识不足，使经营管理形式单一，方法简单，没有充分

利用这一机遇，大力发展学校体育产业。

（3）经营项目少，十几年如一日，没有开发体育产业的相

关产品和服务，致使场馆的开发没有达到应有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4）学校没有相应的优惠政策和奖罚措施，也是导致校

体育产业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体育场馆的一切开销都由学

校承担，不计盈亏，致使体育中心的管理方法单一，无刺激动

力，收多和收少一个样，反正学校承担全部责任。

（5）同外界交流、沟通渠道少，固步自封，没有成功经验

供学习和模仿，按照自然方式经营管理，没有业绩，也不影响

自己的发展。

（6）有偿服务收费标准缺少科学测评，没有一套灵活多

样的标准和措施，收费标准一旦推出，几年都不变。既不考

虑天气影响，也不考虑时间段的价格差异，任何时间段都是

一个标准，节假日、双休日与平常一个标准。

5.2 对策

（1）明晰产权关系，转换经营机制，实行自主经营。学校

的职能和体育中心的经营体制，都是在计划经济模式形成

的，体育中心实施体育产业经营战略，学校必须改变对体育

中心的行政干预，在满足学校学生、教职工体育活动的前提

下，提高场馆使用效率，使体育中心根据市场规律运用自己

的策略，实现效益最佳，保证体育产业的产值不断增加，实行

目标管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制定管理计划，保证管理目标

的实现。

（2）提高思想认识水平，明确责任。首先明确认识目前

我校体育产业发展的缓慢原因，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和全社会

范围内体育产业发展的不均衡性。明确责任，学习和借鉴成

功的管理经营经验，结合我校实际，制定相应措施和方案，加

大管理经营力度，力争创造出具我校特色的体育产业发展新

模式。

（3）制定项目开发计划，多渠道、多层次开发体育产品和

服务，实行目标管理和监督，制定发展规划和合理布局，逐步

把我校体育产业由单一型向多层次型发展。

（4）学校制定优惠政策和奖罚措施，构建效益型经营机

制，激励经营者，努力开发多种形式、多层次体育产业服务内

容，做到奖罚分明。

（5）加强同外界交流和沟通。实施多角度、全方位、多种

方法介入体育产业的发展，密切留意体育产业发展动态，掌

握充分信息开发适合项目，加大经营力度，使我校体育产业

发展始终走在全国高校的前列。

（6）制定标准价格体系，采取灵活多样的价格优惠机制，

刺激消费，扩大需求，健全价格定价方法和要求。

完善外部环境和条件的综合配套，加强规章制度的制

定。围绕体育产业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必须有相应制度综合

配套，形成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为体育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

的外部环境。学校和体育中心的分配关系方面：要对双方的

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尽可能地平衡利益关系，进一步在经营

机制的完善上下功夫，把学校可能的行政干预因素减少到最

低限度，尊重体育中心的自主权和经营权，为体育中心正常

的体育产业开发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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