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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我国加入 WTO 后中国体育产业面临的挑战，提出了进行宏观调控、扩大体育产业内部

需求、大力培养人才、努力推进科技进步等对策，从而进一步提高体育产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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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analyzing the impact and challenges confronted by the domestic sports industry after China’s entry into WTO，

the author thinks that we should exert more macro control on sports industry，expand its intemal demand ，train talents and
vigorously push forward science and technology.Only in this way can sports industry be developed more quickly and its com-
petieiveness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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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9 月 18 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法律

文件在日内瓦获得通过，同年 11 月 10 日，在卡塔尔首都多

哈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中国正式加入世贸

组织。加入 WTO，对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与世界经济接

轨，加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带来了难

得机遇，必将促进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提高我国体育产品

生产及服务的竞争力，提高我国体育产业整体水平。

1 加入 WTO 对国内体育产业的影响

1.1 对传统观念的影响

WTO的世界多边贸易体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强调

竞争与市场机制的作用，它要求各国依靠法律、法规来管理

经济，产品的价格由自身价值与市场供求决定。加入 WTO，

意味着我国对外政策必须进行调整，按照国际惯例进行转

变，首当其冲的是传统观念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采用政

策补贴保护某些出口服务的办法，以及用指令性计划规定进

口限额和市场准入的做法，与市场经济体制不一致。特别是

体育产业现行的有关政策法规以及制度标准，不符合国际惯

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完善，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建设严

重滞后，如在体育彩票的销售中，目前发达国家政府多采用

招标的方式，企业负责彩票的销售［1］。政府统一管理，制定

政策和法规，而企业负责发行运作，承担市场风险。政府与

企业应是合作伙伴关系，政府掌舵，企业划浆，各负其责。而

我们现有体制是政府既掌舵又划浆，政企不分，角色混淆，职

能错位。

1.2 对国内体育产品和产业的影响

中国加入 WTO，意味着国内市场更具自由交换与非歧

视性质，我国体育产品的保护程度将比市场开放前大大降

低，竞争压力加大。国外新型的体育娱乐项目、体育俱乐部

的管理模式将对我国体育产业形成一定的冲击，更多国外体

育产品、体育器材设施深入国内市场势不可挡。国外体育产

品的进入势必打破国内市场原有的供求关系，部分国外产品

趁势跻身于国内市场 。加入世贸后，国外的体育产品、资

金、经营方式、先进技术，将进入中国参与体育市场的竞争。

国外先进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参考起

到示范作用，必将推动我国体育产业改变传统经营管理模

式，向现代体育产业经营管理水平看齐。另外，还有利于我

国体育产业走出国门，拓展海外体育市场，为实现体育产业

跨国经营提供机会。借助国外的体育市场，创造支柱产品，

培育我国体育产业的龙头。使我国的跨国体育产业 得到较

快的发展，体育产业规模得到扩大。

1.3 对体育产业服务贸易的影响

国外的体育服务业在长期竞争中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

服务管理规范和服务文化，而这方面我国还存在相当大差

距。加入世贸后，体育教育与信息产业，体育产品与售后服

务，劳务输出及中介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有助于中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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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摆脱封闭发展的状况。同时，中国可以吸引大量外资、先

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外国的直接投资所引起的技术转让中

获得益处。外国一旦对中国的服务产业进行直接投资，它们

在服务业中使用的技术就会通过中国雇员的在职培训，使中

外双方共同占有信息。这将使国内低效益的服务业得以优

化，并培育新的服务产业。在服务业引进外资会带来其它产

业的连锁效应。服务业跨国公司的进入，会改善落后的基础

设施和投资环境，促进我国的服务出口。体育服务作为服务

性行业的一种业务，其竞争的实质是服务质量的竞争。实际

上，我国体育服务与国际上的差距更多表现在服务质量上。

比如国外的体育用品与售后服务能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并把

服务贸易作为利润的重要来源。国外的体育服务业在长期

的竞争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服务管理规范和服务文化，在

体育服务业上对我国体育服务业形成强有力的竞争。如在

国外，1984 年耐克公司成功推出美国 NBA 球星乔丹，凭借乔

丹的巨大感召力，使得耐克运动鞋销售节节上升［2］。体育广

告在体育产业中的比重不断加大。1987 年美国体育运动的

产值达 472 亿美元，而广告就占了 36 亿美元。

1.4 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加入 WTO 后，我国可以享有多边的、无条件的和稳定的

最惠国待遇，使国内体育市场的对外贸易大大提高，国内体

育产品的出口在最大范围内获得有利的竞争条件，促进了出

口贸易的发展。我国一些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相当优势的体

育产品将扩大出口，由此带动体育产品行业的发展，促进我

国体育产业化的进程。我国体育服装、中低档体育用品有一

定的竞争力，在没有加入世贸前，这些产品已经在国外市场

上占有相当的市场份额，这是在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比较高的关税水平下取得的。取消了关税和配额限制后，降

低了产品成本，有利于扩大产品的竞争力。在保持国外市场

上占有相当的市场份额基础上，必将加大中高档体育用品的

开发生产，提高体育产业的资本盈利能力。

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体育

产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发展体育产业，拉动内需，刺

激消费成为新的共识，加快体育产业的进程成为体育改革的

重要内容和方向。从 1994 年国务院发行体育彩票到 2000 年

10 月，全国共发行体育彩票 167 亿元，彩票公益金收入达 50
多亿元，其中 60%用于全民健身计划，40%用于奥运争光计

划［3］。1996 年以来，通过出售电视转播权、竞赛活动冠名权、

举办权和经营权，以及开发各类体育项目组织、团队名称、标

志的专有权、特许使用权和经营权、体育广告代理权等活动，

体育产业经营取得显著效益。仅国家体育总局所属运动项

目管理中心 1996 ～ 2000 年收入达 181 342 万元。在无形资产

开发方面，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赞

助4 000多万元；1998 年亚运会获赞助收入 3 800 多万元；

2000 年悉尼奥运会获赞助收入 8 000 多万元。

2 加入 WTO 后体育产业面临的挑战

2.1 面临跨国公司的挑战

全球最大的 500 家跨国公司中，已有 400 家在华投资。

全球体育用品企业产值前 10 名全数进入中国，年产值超过

10亿美元的公司全部都到我国经商［4］。美国、日本和德国

的公司占了较大比例。这些公司大多数完成了向信息经济

的调整，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国际能力不断上升。这些公

司凭借厚资金和技术优势，依托品牌战略，几乎占领了我国

高档体育用品市场和 1 / 3 的中档体育用品市场，在满足我国

消费需求的同时，也极大的限制了民族产业的发展空间，使

民族体育用品业面临巨大的挑战。

2.2 对体育产业及体育市场的冲击

从国内体育产业已经形成的体系来看，极少考虑国际市

场的竞争因素，在国内外市场长期隔离的条件下，一些国内

较成熟的产业，一旦放在开放的世界统一大市场条件下，就

可能成为落后产业，真正有竞争力的产业微乎其微，短期内

各类产业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加入世贸后，国内市场

将出现国际化趋势。和国外相比，我国的体育产业发展远远

落后，比如目前我国有 2 万多条保铃球道，这些设备 95%来

自美国，国产化水平相当低［5］。大量的体育器材，如高尔夫、

保铃球设备，由于国内技术不过关，导致大量进口。进口意

味着国外产品占领了我们市场 ，减少了我们的就业和生产。

发达国家已经建立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各种体育经营实体，各

种体育俱乐部遍地开花，体育活动已纳入市场化轨道。小小

的一家足球俱乐部的年营业额高达几千万、上亿美元。现代

体育的观赏性、信息传播性和高利润性得到人们的高度重

视。我国近年来虽然也成立了许多俱乐部，但与发达国家和

体育产业健康发展还相差很远。据统计，美国每天有 5 家健

身中心开业，全国参加健身活动的体育人口高达 60%以上，

体育产业总值达到 630 亿美元［6］。而我国体育产业的经营

收入微乎其微，甚至是入不敷出，成本投入远大于收益，导致

体育经营实体惨淡经营，举步维艰，严重影响了中国体育产

业的健康发展。

2.3 对知识产权的挑战

由于我国市场法律体系不健全，体育产权关系不明确，

管理混乱，体育市场自我保护能力较弱，缺乏服务业方面的

立法，假冒产品及不正当竞争较普遍，给企业和国家带来较

大损失。国外许多大公司，如美国可口可乐、日本柯达公司，

愿意斥巨资赞助体育比赛，换取体育竞赛无形资产会徽、会

标、标志物、图案、图片等的使用权，以取得较好的经济效

应［7］。而我国在这方面重视不够，造假猖獗，损害了无形资

产的开发，给国家造成了损失。加入世贸后，我国应在产品

的开发、商标的注册、知识产权的保护上加大力度，逐步完善

市场规则和法律体系，在符合国际规则的情况下促进体育市

场的规范与发展。

2.4 对体育产业营销与管理的挑战

长期以来，我国体育健身、中介服务、体育产品售后服

务、体育信息业缺乏市场化和国际化经营的经验和能力，服

务营销与管理的约束和方式都非常落后。而在发达国家包

括一些新型工业化国家，为适应市场国际化和竞争的客观要

求，其服务业已经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阶段，并通过综和运

用计算机、通讯网络和标准化等高科技，建立起了一套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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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营销网络及管理体系［8］。因此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

过程中，我国将面临营销体系不完善和管理水平落后的严峻

挑战。

3 体育产业发展对策

3.1 确定体育产业发展战略，完善管理体制

在遵守 WTO 原则的基础上，政府应以改革经济体制入

手，调整不适应 WTO 的体制、政策，减少体育产业“入关”的

冲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完善全国性的组织机构，综

合各部门的体育产业管理职能，全面组织和引导体育产业发

展。企业应根据体育产业国际化发展趋势，认真总结体育产

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与不足之处，制定适合产业升级，又注重

国际化的发展战略纲要［7］，在开放市场下加快产业发展步

伐。政府部门应及时调整管理方式，建立并完善适应市场经

济及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新型管理体制。加大法规、法制的建

设，明确产权职责，树立全球的观念。加强产品质量，加强知

识产权的保护。建立信用体系，充分利用 WTO 规定的 5 年

过渡期，为我国体制改革走向世界做好积极的准备。

3.2 开拓体育产业市场，扩大体育产品内需

随着关税的降低，国外产品将大量进入国内市场，面对

这种压力，我们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企业应从我国经济

发展不平衡和体育观念意识的差异等现状出发，实施不同的

开发战略。对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和大中型城市，应考

虑产品的更新换代或生产进口替代型产品。经济欠发达的

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则以初级产品为主，并努力实现东西部优

势互补，有层次的拉动不同区域的需求［9］。企业的创新能力

是企业竞争的核心。体育企业要尽快建立起技术、开发中

心，增加技术开发投入，吸引和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体育科

技人才，研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主导产

品。企业要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服务质量，通过兼并租赁

和品牌输出、技术输出和管理输出等手段发展壮大。要根据

消费者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收入水平、不同的兴

趣爱好、开发出不同层次的体育消费需求。根据当地情况开

发传统健身项目，如球类活动及健身咨询、辅导等。

3.3 加强人才培养

加入 WTO 后需要一大批既懂体育专业、法律，又懂经济

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体育产业要发展必须大力发展这方面的

人才。我国的体育市场还很不成熟，这方面的人才还相当匮

乏，要想使我们的体育产业走向世界，加大人才的培养是非

常重要的。体育院校和综合大学的体育院系要利用各自的

优势，有重点的转移培养方向。所以必须从学科设置上进行

改革，加大经济、法律的课程设置，向国内企业和政府输送合

格人才。同时引进人才市场化，吸收各种专业人才到体育产

业来，提高体育产业人才素质。

3.4 大力发展科技，促进成果转化

体育产业要发展，必须借助高科技，先进的体育器材设

备，可以大大提高运动训练，健身娱乐，体育教学等方面效

果。国外游泳运动员运动服装的改进，对游泳的提高有极大

帮助。高科技的运动鞋，对提高专门的运动需要将带来质的

变化。要想使体育产业得到极大发展，科技进步是动力。扩

大投资渠道，鼓励民间投资投资体育产业，可以允许民间企

业参与体育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高校与民间实体进行高校

科技产业化。加速体育科技产业化的发展，鼓励个人对体育

娱乐设施投资，加快体育科技成果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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