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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深圳未来城市规划新亮点
◎ 周良君 陈小英

一、体育产业，城市发展的兴奋点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育产业正在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新的经

济增长点和促进社会就业的重要载体，成

为国际公认的21世纪最具活力，并有高渗

透性、交叉性、拉动性的朝阳产业、健康

产业、绿色产业，成为适应低碳经济和环

境科学发展要求的复合型新兴产业。体育

产业发展具有巨大的“乘数效应”，带动

了国民经济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其发展

程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摘 要：体育产业与城市发展关系密切，相得益彰。目前欧美国家体育产业相当

发达，已成为支柱性产业。国内许多城市体育产业方兴未艾，取得了许多经验。这些

都为深圳体育产业规划提供了借鉴。深圳将以发展高端体育服务业和高端体育研发制

造为核心，打造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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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体育与文化有机融合，体育发展

与城市形象相得益彰。体育是一种世界语

言、一种软实力，是宣传城市、扩大城市

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方式。体育产

业由于关联度大、辐射力强、附加值高，

具有促进产业升级与转型、拉动经济增

长、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和软实力、塑造城

市品牌形象等功能，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体育产业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的互动关系，已引起国家政府部门和社会

各界的关注。体育产业将南非打造成世界

旅游胜地，英国谢菲尔德通过体育产业实

现了由工业城市向休闲娱乐城市的转型，

巴塞罗纳、曼彻斯特、都灵等也是利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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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产业成功打造城市品牌。我国各大城市

也纷纷制定体育产业发展战略，加大对体

育的支持与投入，积极承办国际大型体育

赛事，大大推动城市体育产业快速发展。

二、他山之石，发达国家体育
产业经验借鉴

据统计，目前全球体育产业年增加

值为8000亿美元，其中，美国年增加值

达2200多亿美元，欧盟为4025亿欧元，占

GDP的比重均在2%以上（见表1）。发达

国家和地区体育产业已形成完整的产业

链，成为“赚钱机器”和重要支柱产业。

当前发达国家体育产业的发展特点

是：第一，体育产业已经成为本国国民经

济的新增长点，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越来越

重要的比例；第二，国外体育产业属复合

型产业，既包括体育用品、器材和设备的

生产和经营，也包括体育竞赛表演、健身

休闲娱乐等体育服务产品的生产和经营；

表� 中国和部分发达国家体育产业现状一览

排  名 国  家 GDP总值
（万亿美元）

增长速度
（%）

人均GDP
（美元）

体育产业占
GDP比重（%）

1 美  国 14.330 1.4 46 859 2.86（2009）

2 日  本 4.844 0.7 38 559 2.24（2007）

3 中  国 4.222 9.0 3 315 0.68（2008）

4 德  国 3.818 1.7 44 660 1.99（2008）

5 法  国 2.978 0.9 46 015 2.85（2008）

6 英  国 2.787 1.1 43 785 1.83（2005）

7 西班牙 1.683 1.3 35 331 1.60（2005）

8 巴  西 1.665 5.2 8 197 2.1（2008）

9 澳大利亚 1.069 4.0 47 400 1.5（2008）

10 韩  国 0.9535 4.9 19 504 2.23（2005）

资料来源: 杨越.体育强国:未来10 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对体育事业的需求[J]，体育科学，2010

（3）：7.

第三，职业体育高度发达，职业体育俱乐

部和体育联盟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和有效

的法人治理结构；第四，体育经纪业高度

发达，在促进职业体育发展，活跃体育市

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8年开始蔓延全球的金融海啸，

为形势一片大好、阳光普照下的体育产业

蒙上了一片阴霾。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全球

性失业率激增，民众购买力下降无疑会影

响到各国对体育赛事和体育健身服务的消

费，然而各国、各地区都在充分挖掘有利

因素刺激体育消费，尽量消减金融危机对

体育产业的影响。体育产业也将成为金融

危机背景下改善经济结构、鼓舞社会人

气、促进经济由短期回暖向中长期发展转

化的亮点产业。

三、回眸国内，部分城市体育
产业发展启示

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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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是体育产业发展较具特色的城市。

六个城市中，北京、上海与广州都是国内

发达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人均GDP

比较接近。北京于2008年成功举办了奥运

会，广州正全力以赴迎接亚运盛会，深圳

在积极筹备201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深

圳、杭州和成都与广州一样都是副省级城

市。因此六个城市具有许多共性（见表

2），其发展体育产业的经验对深圳具有

借鉴意义。

一是政策引导。六市加大政府对体

育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有效实施政府引

导，营造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良好政策环

境。北京和晋江两市都专门出台了促进体

育产业发展的意见。上海将符合条件的体

育企业纳入文化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民营

企业的政策扶持与资金支持的范围。杭州

重视政策引导，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将体

育产业列为杭州市大力培育的“十大特色

潜力行业”之一，享受各项优惠政策。深

圳计划将体育产业纳入高新技术和文化产

业范畴，与其享受同等优惠政策。

二是规划先行。为适应体育事业和

体育产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六市均

将体育产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明确

体育产业的功能定位，合理规划产业布

局，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北京出台了体育

产业专项规划，将建立与首都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国际化体育中心城市定位相适应

的八大体育产业功能区，并专门出台了体

育产业功能区认定办法。国家体育总局和

多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所在的东城区龙潭

湖体育产业园区被确立为国家体育产业园

区。深圳、成都、晋江、乐陵先后被批准

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深圳由发展和改革

局牵头，组织国内外知名专家编制了以发

展高端体育用品研发制造和现代体育服务

业为核心的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功能规划。

三是资金扶持。自2007年起，北京

每年安排5亿元体育产业专项资金扶持体

育产业发展，采取贷款贴息、项目补贴、

政府重点采购和后期购买、奖励等方式，

对符合政府重点支持方向的体育产业、体

育产品服务项目和企业给予扶持，并建立

体育产业专项资金联席会议制度，有效发

挥专项资金的引导扶持作用。上海每年投

入体育产业专项资金2～3亿元，资助10～

20个项目，其中1.9亿分发19个区、县，

每个区、县各1000万，由市体育局在市现

代服务业资金中申报，并专门制定了资金

管理使用办法。

四是体制创新。六市政府加快转变

体育产业管理方式，积极推进管理体制改

革，减少体育行政部门对产业开发和市场

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成都和广州体育部

门实行管、办分离，体育赛事活动均由管

理中心和体育协会主办，走市场化道路。

上海由政府出面申办国际体育大赛，成功

后交由公司承办，并专门制定了重大体育

赛事联席会议制度。北京、上海、深圳积

极探索体育场馆经营管理的新模式，政府

投资建设的大中型体育场馆，原则上实行

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鼓励社会机构参与

体育场馆经营管理活动。

五是集团化发展。六市为做大做强

体育产业，整合资源，成立体育集团公

司，实行集团化运作、多元化经营，以产

生规模效应。上海东亚集团是副局级国有

独资公司，实行多元化经营，属下有经

纪、演艺、商务公司，同时经营酒店、餐

饮、会展、房地产等业务。杭州市体育发

展集团由体育局下属的四个具有独立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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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的事业单位组建而成，定位为“市级

体育国有资产管理、财政适当补助的事业

性质的集团”，注册资金达2.41亿元。成

都体育产业有限责任公司整合本市部分国

有体育资源，经营体育场馆、举办体育赛

事，进行投融资和项目开发，实现了资产

规模经营，使体育产业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和平台。晋江市与国家体育总局属下的中

体产业集团发起成立晋江中体文化体育发

展有限公司，全力推动晋江国家体育产业

基地的建设运营。深圳整合大运中心、深

圳湾体育中心、深圳体育馆等所有市属大

型体育场馆，建立深圳市体育场馆运营管

理集团，实行企业化运营管理。

四、聚焦深圳，大运背景下体
育产业发展蓝图

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在短短

的30年里，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初

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创造了世界城市

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奇迹。根据中国社

会科学院发布的《2009年中国城市竞争力

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深圳是

表2 北京、上海、杭州、成都、晋江、深圳、广州体育产业一览表

城市
体育产业产值

（亿元）
占GDP比例

（%）
体育彩票销售

额（亿元）
体育产业
专项基金

国家体育产业基地

北京 300 3% 14 5亿元/年
龙潭湖国家体育产业园
区

上海 0.5% 10 2～3亿元/年 无

杭州 30 0.7% 8 无 无

成都 20 0.6% 4～6 无 温江国家体育产业基地

晋江 174.15 26.21% 无 晋江国家体育产业基地

深圳 ★31.9 ★0.22% 8.22 无 深圳国家体育产业基地

广州 ★264 ★1.3% 11.37 无 无

注：标★为2007年数据，其余均为2008年数据。

中国最具竞争力城市，仅次于香港。目前

深圳已建立了以高新技术、金融、物流、

文化为四大支柱产业，以高新技术、先进

制造业为基础，目标是构建以现代服务业

为支撑的现代产业创新体系。2006年国家

体育总局批准深圳建设首个国家体育产业

基地，2011年深圳即将举办第26届世界大

学生运动会，这些都给深圳体育产业的发

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根据深圳的区位优

势、产业特色和场馆资源等，制定深圳体

育产业核心功能区规划。

（一）综合性现代体育服务业

�.单项品牌赛事和训练基地

近年来，国内体育竞赛表演市场持

续活跃，职业联赛、商业比赛、各项目单

项竞赛和综合性赛事增多，比赛的消费群

体不断扩大。由于赛事资源是一种稀缺资

源，“举办权就是发展权”，近年来围绕

高端品牌赛事的竞争日趋激烈，各城市都

在尽最大努力抢占更多的“山头”，力争

为城市新一轮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和产业

结构升级打下基础。北京、上海、广州等

城市非常重视申办和举办国际大型体育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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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并将举办品牌赛事作为打造国际化城

市名片的重要手段。目前各城市都结合自

身定位，逐渐形成了具有广泛知名度和影

响力的品牌体育赛事。

国外大型体育场馆都将联赛作为场馆

经营开发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联赛赛

季长，场次多，社会关注度大，收益高；

联赛具有持续性，易于形成群众稳定的消

费习惯，有利于打造品牌。借鉴北京、上

海、广州等国内城市举办国际品牌赛事的

经验，要打造一项品牌赛事一般至少需要

5年。因此，产业基地在申办国际品牌体

育赛事时，一般都应尽量争取5年以上的

举办期（见表3）。结合深圳市民的体育

消费特点，选择适合深圳的品牌赛事。

根据深圳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条

件、居民的体育消费习惯和国际高端体育

赛事的发展趋势等，深圳可考虑将中超足

球联赛主场、城市国际马拉松、篮球CBA

联赛主赛场、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国

际花样游泳锦标赛、国际体育舞蹈锦标赛

等打造成品牌赛事。

目前深圳大运中心、深圳湾体育中

心、深圳体育场等大型体育场馆的硬件设

施已完全达到承办大型综合性赛事和足

球、篮球、田径、游泳等国际性单项赛事

以及高水平运动队训练的要求。但还需要

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之后，加快进行相关

的运动队运动员接待等辅助服务设施和商

业性设施的配套，才能满足不同单项运动

赛事尤其是职业体育赛事以及接待运动队

运动员冬训接待的基本需要。

依托优越的体育场馆设施、优美的

自然环境和深圳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整

合深圳体育场馆设施、科研攻关、运动营

养、运动损伤康复和理疗等机构，提高基

地硬件设施水平，积极开发国家体育产业

基地的冬训服务业平台，打造成足球、篮

球、乒乓球、游泳和跳水等项目国家队和

省市、区优秀运动队的冬季训练基地，甚

至吸引国外运动队来基地训练。

2.休闲健身

依托深圳优越的体育场馆设施，在

保证训练、竞赛、商务办公同时，一方面

应积极创造条件尽可能向社会开放，另一

方面要增加全民健身专用设施的建设，为

市民的休闲健身活动提供必要的设施条

件，提高市民身体素质，满足深圳市民多

元化的体育消费需求。

当前深圳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已步

入一个新的阶段，健身休闲娱乐已成为人

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

改革开放最前沿阵地，深圳经济发达且交

通便利，居民体育消费水平逐年攀升，体

表3 各城市品牌赛事一览表

城市 品牌赛事名称

北京 中国网球公开赛（2004～2013）、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2006～2012，根据5+3
协议，有可能推至2015年）、北京国际城市马拉松黄金赛（1981～）

上海 ATP1000大师赛（永久）、F1大奖赛（2004～2010）、国际田径黄金大奖赛
（2005～2010）、国际马拉松赛（1996～）、斯诺克大师赛（2007～2011）

广州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2003～2007）、广州国际女子网球公开赛（2004～）

青海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002～）、中国青海国际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
（2005～）、青海高原世界杯攀岩赛（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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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消费呈现个性化、多元化、高档化的发

展趋势，健身与休闲、娱乐、养生的相结

合的趋势也日益明显。然而，目前功能齐

备、设施良好的大型综合性体育中心，大

多主要以大型体育赛事为服务对象进行规

划设计，缺乏配套地利用空间开发全民健

身活动的预留用地，不能提供市民开展体

育健身和休闲娱乐活动的足够设施与场

地，成为制约政府提供体育公共服务发展

的主要因素之一，并已引起越来越多的社

会舆论的质疑。

深圳是个年轻的移民城市，深圳人

缺乏“归属感”的问题已长期存在并且

变得日益严峻。2007年3月由深圳市卫生

局、公安局等部门组织的联合调查显示，

深圳18岁以上的居民精神疾病总患病率超

过两成，是1996年调查结果的4.48倍。有

关专家认为，城市归属感缺乏所导致的心

理障碍，是造成该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过组织大众化休闲健身活动和比赛等，

可以缓解深圳人的生活和工作压力，增强

市民的主体意识和身份认同感。

根据深圳及香港的中、高档体育消

费者的体育消费特点，设置新兴运动动感

区、时尚体育休闲区、体育科技体验区、体

育文化活动区规划设置大众化健身广场，

成片设置大众化网球、篮球、轮滑等项目

区域。设置面向大众的集体质检测、运动

处方、健身指导和培训、营养指导、运动损

伤和理疗保健于一体的综合性康体城。

3.文化娱乐

深圳提出了文化立市、建设文化强

市的战略，因此深圳市体育产业要与文化

产业有机嫁接和融合。在大运中心等深圳

大型体育场馆赛后运营中，要重视体育场

馆的专业功能与社会综合功能相结合，即

体育和文化娱乐相结合。

首先，利用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的影响力，加强与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

的合作，积极引入国际大学生文化体育活

动，创新开发每年一度或每两年一度的国

际大学生体育节，将深圳打造成中国及世

界大学生文化体育活动中心。其次，引导

大运中心等大型体育场馆的功能向文艺演

出、会议、展览等方面延伸。充分利用深

圳时尚之都的城市优势，积极开发时尚娱

乐，引进国际性体育舞蹈大赛、全国性体

育服装模特大赛、各类影视明星音乐会、

演唱会、见面会、动漫创意、动漫网娱公

园等，将深圳打造成中国时尚文化娱乐中

心。精彩的文艺演出、大型集会、商贸展

览，都将更多地吸引公众的关注和参与，

凝聚人气。体育场馆开展多种经营、综合

利用其资源，可以增加场馆经营收入。国

内外经验证明，体育场馆的文艺展览等活

动的收入在场馆总体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都

比较高，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十分显

著。以上海体育场为例，平均每年举办包

括职业联赛在内的体育比赛约20场，文艺

演出每年10场左右。广州天河体育馆、深

圳体育馆等年均接待的大型活动有1/3是

文艺演出活动。

4.会议会展

深 圳 “ 十 一 五 ” 发 展 规 划 明 确 提

出，要大力发展服务产业。会议会展业因

其附加值高、产业关联度大、集聚性强、

经济效益高等受到各城市的高度重视。利

用大型体育场馆宽敞的空间环境和优越的

配套设施，发展会议会展已成为场馆多元

化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举办各种会议和会展还能扩大基地

的影响力，提升场馆的文化品位。北京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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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湖体育产业园区、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

和北京道丰总部基地都定期举办各种专业

论坛，部分论坛已成为园区内一个传统且

具有特色的开发项目。要将深圳打造成全

国性或国际性体育会议中心，如中国体育

产业高峰论坛、财富体育论坛、中国体育

营销金牌榜颁奖会、体育用品企业总裁沙

龙等高端专业体育论坛基地。

深圳可以建设专业品牌体育服装、

体育旅游、高端体育器材设备展览基地，

同时争取国家体育总局的支持，将中国国

际体育用品博览会落户深圳。在此基础

上，打造深圳国际体育旅游博览会、深圳

国际游艇博览会、深圳高科技体育器材设

备展等专业品牌展和其他综合性展览，形

成固定展和流动展、体育展和综合展相结

合深圳新的专业化体育展览中心。利用体

育场馆的巨大空间举办固定展览。借鉴国

内大型体育场馆经营模式，吸引国内外品

牌体育用品企业入驻体育场馆，打造体育

用品名牌（精品）一条街，变成永不落幕

的体育用品展览会。举办体育文化长廊和

各种主题的体育文化展览，如奥林匹克文

化、大运会发展史、 各类体育艺术展等

主题的文化展览。

（二）高端体育用品研发和服务

体育用品系列包括健身器材、竞赛

器材、保健器材、运动休闲服饰、运动电

子产品设备、生命体征监测器械等领域。

高端体育用品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

运动模型（如航模）、野营休闲（如高尔

夫、游艇等）、冰雪运动器材等使用成本

及价值较高的体育用品；二是成功实现电

子信息、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新功能材

料等高科技的嫁接和融合，应用了新材

料、新技术、新工艺的体育新产品。高端

体育用品的研发及商务服务是以高端体育

用品系列研发（体育用品新材料、新技

术、新工艺、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和制

造为核心，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与医疗

器械、新功能材料等高科技在品牌体育用

品供应商的嫁接和应用为主要特征，辅之

以体育高科技的体验、高新技术成果交

易、高端体育用品的展示、物流集散、检

测认证等高端商务服务。

深圳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与医疗器

械、新功能材料等高科技产业方面具有优

势，可以依托深圳本土具有较强自主研发

生产能力的知名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品

牌企业，引入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装备

中心、运动医学研究所、相关的运动项目

管理中心以及其他行业的科研机构等单位

进行实质性合作，充分发挥深圳研发集群

效应，加大体育用品的研发力度，提升高

新技术在体育用品业的融合和嫁接能力。

充 分 利 用 大 运 会 产 生 的 影 响 力 优

势，依托高成长性企业和配套服务机构集

聚的优势，通过横向联合，逐步形成若干

虚实结合的实体化核心功能区，着力引进

国内外知名品牌企业入驻，大力建设具有

“孵化器”和“加速器”功能的高端体育

用品研发中心和商务服务中心（包括体育

高科技体验、高新技术产品展示、高新技

术成果交易等），特别是国际知名品牌企

业亚太区（或中国区）总部、研发总部及

国内知名品牌企业的研发总部、营销总部

的入驻，形成具有特色的体育产业总部经

济。通过与国家体育总局装备中心等单位

的实质性合作，建设永久性的国家级体育

用品检测中心。充分利用深圳物流集散中

心的优势，创新运营管理模式，以分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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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想结合的若干核心功能区为基础和重

点，构建大运中心体育用品研发、检测和

物流产业链。

（三）高级体育产业人才培训

国家积极鼓励加快培养体育产业高级

经营管理人才和各类体育科学技术人才，

尤其是体育科技创新和创意人才，国家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体育总局正在完

善体育产业人才的职业标准。目前体育产

业经营管理人才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来自

传统体育界人士，掌握丰富的体育专业知

识，但缺乏市场运营和管理方面的经验与

背景；第二类是市场化运作的企业家及企

业高层，有着敏锐的商业嗅觉，但不了解、

不熟悉体育行业的特殊性质。随着国际体

育营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内外著名企

业都急需运动营销专业人才，未来社会对

高端体育商务人才需求将会急剧增加。

国内体育产业经营管理人才的培训

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国内许多专业体育

院校和综合性大学体育院系，均开设了体

育经营管理专业，培养体育经营管理专

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二是各大知名院

校举办的体育MBA班，如北京体育大学

研究生院在深圳举办的体育经营管理研究

生班，清华大学和悉尼科技大学合作举办

的培训班，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第29届奥

运会组委会和耐克公司合作举办的体育

MBA项目。

深圳应以本地尖端科技教育机构和

体育场馆为依托，建设以体育科技教育服

务、培训各类高端体育科技人才和高端体

育产业信息服务为主要特征的人力资源和

信息开发中心。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门的

政策支持，与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科技培训

机构合作，开辟体育产业MBA、高级体

育经纪人、国家级体育社会指导员等人才

培训，积极开发体育科技信息服务和交

流。同时加大体育产业紧缺人才引进、杰

出人才奖励以及重大人才开发项目的经费

保障力度。

五、结语

体育产业是一种形象鲜明的特色产

业，又是一种适应低碳经济和环境科学发

展要求的复合型新兴产业，具有巨大的产

业综合效应，是提升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

的名片。随着体育产业经营领域的不断扩

大和体育产业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体育产

业经营迅速超越了体育自身的经营范畴，

打破了传统的体育产业经营观念，进入了

跨行业、跨部门、跨领域、多业种结合的

“综合经营时代”。因此，要树立“大产

业”观念，制定深圳体育产业中长期规

划，调动深圳各部门、各行业及全社会的

积极性，推动深圳体育产业的大发展。利

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品牌影响力，发挥

深圳大型现代化体育场馆集聚、高科技发

达和毗邻港澳等优势，以大型品牌体育赛

事和高端体育用品研发制造为特色，加快

深圳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实体化进程，加速

体育产业链的形成，将深圳打造成中国体

育产业发展试验区、体育产业科技之都和

现代体育服务业的示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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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Industry: the Future Highlight of Shenzhen’s Development
Chen Xiaoying, Zhou Liangjun

Abstract: Sports industry is closely related to urban developme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sports industry has become one of the pillar industries. Its emergence in China has also 

provided reference for Shenzhen, where the nation’s high-quality sports services and sport-

related R&D is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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