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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产业基础
何以率先组建产业集团

体育产业是低碳经济时代的 “露天金
矿”。 近年来， 美国的体育产业总产值是汽
车制造业总产值的2倍 ， 英国体育产业年产
值超过了汽车和烟草工业的总和， 意大利以
“足球产业” 为主体的体育产业 ， 则跻身为
国民经济的十大产业行列。

作为全国体育产业领域的 “试水者 ” ，
我省面临着一个严峻而尴尬的现实： 湖南体
育产业的产值占全省GDP的比重远远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 ， 2010年全国体育产业产值为
GDP的0.7%， 而湖南不到0.2%， 这与湖南竞
技体育在全国的位置极不相称。

体育赛事和体育健身是体育产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 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体育人文
社会学博士周波介绍， 在美国， 这两大领域
的产值占据体育产业产值的60%， 然而这两
大部分在我省发展却极其落后。 虽然八一男
足 、 八一女排 、 湖南湘军 (前身为重庆力
帆)、 长沙金德等职业球队先后入湘， 但真正
具有影响力和票房号召力的俱乐部还没有出
现。 以足球为例 ， 短短10年就有5支职业足
球队在湘解散， 如今只剩下湘涛一颗火种 。
长沙贺龙体育中心主任罗文军认为， “每个
俱乐部都必须有一定的发展周期， 特别是球
队本地化需要时间的积累。 但一些俱乐部的
经营往往存在短期行为， 最终对整个市场以
及球迷造成伤害。”

对湖南球迷来说， 最近一次在家门口观
看真正有影响力的大赛， 还要追溯到2004年
5月1日在长沙贺龙体育中心举行的奥运足球
预选赛中韩之战。 虽然中超、 中甲联赛此后
陆续在我省上演， 但期待高水平赛事的观众
并不买账， 上座率持续走低。 红火一时的八
一女排自2009年将主场从益阳搬到南县后 ，
也远离了许多球迷的视线。 到2011赛季， 湖
南羽毛球队凭借超强实力获得羽超联赛亚
军， 受到球迷追捧也不足为怪了。

体育制造业是体育产业的支柱之一， 目
前我国已经拥有全球65%以上的体育用品生
产份额。 福建、 广东、 天津等沿海省市的体
育制造业已占到体育产业总值的60%至70%，
而我省的自有品牌几乎处于 “真空 ” 状态 。
我省10多年前也曾出现过 “熊倪服饰 ” 品
牌， 但仅仅 “昙花一现 ”。 现在 ， 我省体育
制造企业大多处于低端的代加工产业链。 省
体育局局长李舜介绍， 我省每年的全民健身

路径， 以及各类体育场馆、 学校的体育器材
设备， 都需要从省外购买。

没有坚实的体育产业基础，为何要成立全国
首家省级体育产业集团？李舜表示，“我省的体育
产业虽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但随着人们对体育
健身、表演、休闲等需求的不断提高，发展前景十
分广阔。组建体育产业集团，将有利于整合我省
体育资源，促进全省体育产业的市场化、规模化，
推动湖南体育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组建产业集团
怎样才能产生鲶鱼效应

对于一个产业而言， 仅靠组建一个产业
集团而没有带来发展观念和方式的转变， 是
无法改变整个产业的落后局面的。

体育产业集团的组建， 将为湖南体育产业
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周波认为， 湖南体育产业
集团能否成为湖南体育产业的领头羊， 能否在
整个产业中形成鲶鱼效应， 关键在于能否创新
体育产业发展模式。 如果湖南体育产业集团仍
然带有浓厚的事业单位色彩， 没有建立起现代
企业制度， 不真正按照市场经济方式运行， 是
无法成为我省体育产业发展的推手的。

周波以健身行业举例，“长沙市的健身俱
乐部很多， 但是隔一段时间突然倒闭、‘人间
蒸发’的俱乐部不在少数。这是为什么呢？”

省健身协会副秘书长曹礼华向记者介绍
这种“跑路”现象：投资人先以较低成本投入
后，随即草草开业，向健身爱好者兜售健身年
卡，如果盈利不多，一些投资人便卷起铺盖一
走了之。 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这种短期
投机行为在我省健身行业难以杜绝。

“经营健身俱乐部， 必须遵循市场化理
念和规律， 要想盈利并形成品牌， 除了提供
优良的健身场所及服务外， 还应该扩大健身
服务产品。” 周波介绍说 ， 美国的私立健身
会所还提供多种健身服务产品， 包括对会员
追踪生活记录、 开出运动处方、 辅助心理辅
导等。

“体育产业经营不能急功近利， 要遵循
市场和体育发展的内在规律， 走市场化管理
模式 。” 周波举例说 ， 2000年底成立的湖南
广电集团是我省事业单位走集团化、 产业化
的成功典型。 作为全国首家成立的省级广电
集团， 湖南广电以超前的产业化意识、 领先
的节目创新以及较强的资本运作为基础， 十
余年来迅猛发展， 并形成行业内的 “鲶鱼效
应”， 激活了中国电视领域的一池春水 ， 为
中国电视改革注入了强劲的活力。 “敢于创
新， 是湖南人骨子里的气质。 湖南体育人也
可以从湖南广电的成功借鉴经验： 只有彻底
解放思想， 创新经营理念和发展方式， 湖南
的体育产业才会迎来大发展。”

本土龙头企业
为何难与体育“牵手”

湖南有全国机械行业龙头企业中联重
科、三一重工，也有全国首富梁稳根 。然而与
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实力不相称的是， 我省
企业却很难青睐体育市场， 很少有像广州恒
大集团那样对体育产业的大手笔投入。

“在国外，体育营销被许多企业看做一种
品牌推广手段并取得成功经验，如三星、可口
可乐等。”周波介绍，“不过，这些体育营销的
成功案例都有一个基本前提， 即这些被营销
的体育赛事如奥运会、 各单项比赛等都属于
高水平、高质量的赛事产品。也就是说 ，要有
好的产品，才可能有好的买家。这两者的结合
需要有既懂体育又懂营销的专业经纪组织或
个人。”

“我省首先要从政策和资金上支持高水
平体育赛事的举办， 这是吸引有实力的企业
进行投资的前提。”在周波看来，广东、上海等
省市之所以体育产业相对发展较好， 根本原
因在于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保障。

我省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斩获7金5银1
铜的辉煌战绩， 然而， 当时湖南企业界却出人
意料的反应平淡。 在遭遇冷遇后， 省体育局只
好将5位奥运冠军形象使用权以40万元的低价

出售给浏阳河酒业公司。 周波认为， “这个案
例给我们的启发是， 一方面我省企业应提高体
育营销意识， 另一方面我省需要培养和建立高
水平的体育经纪人才队伍。 这些人不一定是企
业管理出身， 也不能不懂体育， 而是既懂体育
又懂经济和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企业“牵手”体育，还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由于没有受到政府的足够重视， 我省体育产
业发展严重滞后。 恒大集团和富力地产之所
以大规模投资体育产业， 并为广东足球带来
翻天覆地的变化，得益于“政府支持+社会投
入+有力保障”的“广东模式”。“广东模式”是
“政府不唱独角戏， 要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
兴办文化体育事业”，也就是“在经费投入、政
策保证、工作手段等方面给予有力支持，使热
心、 热爱群众性文体活动的人员政治上有名
誉，经济上有支持，社会上有地位”。

“广东模式”对湖南体育产业的发展 ，无
疑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湘字号”体育产品
能否形成品牌

竞技体育领域，“体育湘军” 的品牌赫赫有
名，然而相比之下的“湘字号”体育产品品牌却
仅有《体坛周报》能够上榜。湖南体育产业集团
的成立能否为这片市场开辟新的发展思路呢？

“集团化、集约化发展是体育产业主体发展
的必然趋势。”周波认为，在当前我省体育赛事
市场发展相对落后的大背景下， 形成有特色的
“湘字号”体育产品发展思路才是关键。“我省可
在发展大文化的氛围下，尝试体育传媒、体育休
闲旅游等创意体育产业发展思路。”

据介绍， 湖南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体
坛周报社、 衡阳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和湖南体育
国际旅游有限公司3家单位为子公司组建。其
中，以《体坛周报》为旗舰的体坛传媒，已成为向
“体育·健康·生活” 领域延伸的多媒体集团，成
为湖南文化事业发展的一张名片。 衡阳通用航
空有限公司是我省唯一经国家民航总局和省政
府批准的通用航空公司，可提供救灾、航测、航
拍、空中旅游、空中广告、航空运动表演等通用
航空项目的各种服务，发展前景可观。湖南体育
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则将休闲、 体育与旅游紧密
集合，走企业发展道路。

“体育传媒已经形成品牌，然而这仅仅是
开始。 体育产业的发展变局已经箭在弦上。”
省体育局局长李舜对此前景充满信心的同时
也深感压力，“我省正在积极推动文化强省建
设， 实现湖南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根本
转变， 而体育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 我省体育产业发展必须根据我省实际情
况出发， 规划和引导社会资金对体育产业的
投资，积极拓展体育产业发展领域，形成真正
有特色有实力的湖南体育品牌。”

“省政府已批复同意成
立湖南体育产业集团。” 近
日， 一位负责湖南体育产业
集团筹备组建工作的人士向
记者透露， 这是我省率先在
国内组建的首家省级体育产
业集团， 吹响了湖南体育产
业市场开拓的号角。

体育产业，如何掘金
本报记者 谭云东 邓晶琎 苏原平

为第五届全国城市运动会而重新修建的长沙贺龙体育中心， 已成为我省文化体育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 近几年承办了多项高水平
体育赛事和文化娱乐表演活动， 也是长沙市全民健身的活动中心之一。 据统计， 2010年长沙贺龙体育中心的经营产值为1500多万元， 预计
2011年的产值将超过去年。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