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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已经进入了服务经济为主的发展阶段。 按

照传统经济理论，受服务业低效率带来的“成本病”
影响，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时期。 中国会遵循这个

“规律”而转入低速增长时期吗？ 当今时代，互联网

广泛渗透、数字技术普遍应用、全球经济社会高度联

通，服务业生产效率是否因此获得明显提升，并摆脱

了“成本病”的困扰了呢？
对这个假设进行实证研究很有意义。 然而，服

务业是诸多特征高度分散的行业的集合，将它们作

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难以得出有针对性和前瞻性

的结论。 本文以体育和文化服务业为例进行研究，
有三点考虑：第一，它们以往具有服务业低效率的典

型特征，现在又具有互联网空间服务业的典型特征，
得到的结论有一般性。 第二，体育和文化将是重要

的新增长点，但是国内主流学界对其关注很不够，需
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加强研究。 第三，关于体育和文

化是否产业、能否主要按市场规则运转存在争论，这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产业发展，需要为其正名。

二、体育服务业的规模、结构及产业特性

　 　 （一）体育产业概况。 体育产业通常被分为四

大类：体育用品制造业、职业体育、体育健身与休闲

产业、相关配套服务业，后三类相加就是体育服

务业。
各国对体育产业的定义和统计口径不完全相

同，不同来源的数据也有差别。 本文选择来源相对

权威可靠的数据，使用增加值、就业和体育人口这三

个指标，简要描述全球及若干代表性国家体育产业

的概况。
粗略估计，２０１４ 年全球体育产业年产值超过了

１．２ 万亿美元，占全球 ＧＤＰ 比重的 １．８％。 美国体育

产业年增加值约为 ５０００ 亿美元，约占美国 ＧＤＰ 比

重的 ２．７５％；体育产业就业人数约为 ３２０ 万，占全部

就业人口的 ２．５２％。 欧洲体育产业的估值不同来源

有差别，占 ＧＤＰ 的比重在 １．８％ ～３．７％之间，就业人

口在 ５００ 万～１０００ 万，所占比重在 ２．２％ ～ ４％之间。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体育产值所占

比重大约在 ２％ ～ ４％之间，就业比重在 ２％ ～ ５％之

间。 中国这两个数值都明显偏低，分别为 ０．９％和

０．５６％。
体育人口指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口，各国的

计算口径也不相同。 不同来源的粗略估计，体育人

口在发展中国家约占总人口的 ３０％左右，而在发达

国家这个比重则超过 ７０％。 ２０１５ 年中国体育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４１．３％。 除体育人口外，还有一

个规模庞大的体育产业消费群体：职业体育比赛的

观赏者。
（二）市场竞争推动产业发展。 和其他产业相

同，市场竞争是体育产业根本而持久的发展动力。
例如市场化运作能激励赛事服务商提高水平。 北京

马拉松赛 １９８１ 年开始举办，前 ２０ 年届届赔钱。
２００２ 年引入著名的国际体育经营商———八方环球

公司。 该公司凭借其丰富经验和客户资源，２００４ 年

就扭亏为盈，近五年每届营收都至少有 ３０００ 万元。
再如体育培训产业，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自发锻炼已

不能满足部分消费者对体育技能的多样化需求，专
业化、便利化、多样化的体育培训与健身需求增长很

快，然而由政府所属“事业单位”提供的相关“公共

体育培训服务”无法满足这些需求。 近几年市场化

培训服务业发展很快，它们能针对消费者的需求特

点开拓业务。 在新三板上市的万国体育，短短十年

就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击剑专业培训机构，拥有多

家俱乐部和数千名学员。 此外，体育场馆没有充分

利用是中国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只有转变机制按

市场规则运行，才能释放出巨大潜能。 ２０１６ 年美国

Ｆａｓ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杂志评选的全球 ５０ 家最具创新力的

公司中，ＮＦＬ（美式橄榄球联盟）名列第 １５ 位。 要知

道这份榜单的前三名分别是 Ａｐｐｌｅ、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和

９３



经经济济学学研研究究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ＵＡＡ ２０１８年第 ４期 第 ３５卷 总第 ２０５期

Ｇｏｏｇｌｅ。
将商业因素引入体育领域是否会腐蚀体育精

神，将其带入唯利是图的境况？ 实践表明，市场经济

在其他领域展现的活力，同样会促进体育产业的创

造性和多样性。 从体育产业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虽
然商业化确实带来一些问题，但总体上看，体育领域

并未呈现价值观没落的景象。 公平、向上、拼搏、自
信、诚信、创新等仍然是各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基调。
产业化发展在为投资者和从业者带来职业生涯收益

的同时，也从人才、资金和参与人群等多方面带来竞

技体育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持续不懈地努力开拓市

场，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并收获了健康和快乐。
（三）体育服务业的特性。 体育服务业特别是

职业体育有一些独特性质，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平
衡竞争”这个职业体育的最重要的特点为例进行

分析。
广东恒大淘宝俱乐部自 ２０１１ 年起在中超连续

七年夺冠，这表明其产品（比赛）质量最高且稳定。
但是，该俱乐部既不能因此扩大自身的生产规模

（每年的比赛场次），也不能将失利的对手逐出市

场。 年复一年，只能保持同样的产量（参加 ３０ 场左

右的比赛），还要和以往较量中的失败者一次又一

次地同台竞争。 显然，这种优胜劣不汰的竞争，与我

们熟悉的经济现象很不相同。
体育比赛这类“服务产品”有两个其他产业没

有的特殊性质。 一是必须有竞争对手，制造业中通

过竞争将对手逐出市场、独占市场份额的做法并不

适用于职业体育。 体育比赛中大家都想取胜，但若

没了另一方就不能进行比赛，因而竞争再激烈，也是

优胜劣不汰。 二是消费者偏好的不确定性，观众不

希望比赛没有悬念。 如果少数球队甚至一个球队几

乎场场都赢，长期下去多数消费者会感到厌倦。 上

述两个特征导致职业体育的竞争是双方实力相当而

且优胜劣不汰的“平衡竞争”。
由于上述特点，体育产业有一些特殊问题需要

分析。 比如，如何最大化现场观众的规模？ 按照平

衡竞争理论，观众喜欢看双方旗鼓相当、结果事先不

确定的比赛，因此合理的推论似乎是双方水平愈接

近，观众愈多，市场愈大。 这个观点有很强的政策含

义：若真如此，应该采取措施保持各俱乐部的水平相

对平均，避免强弱不均。

三、网络空间服务与体育产业的效率提升

　 　 １９６０ 年贝利在巴西桑托斯队的年薪仅为 １５ 万

美元。 ２０１６ 年罗纳尔多（Ｃ 罗）的年薪达 ２７２８ 万英

镑。 两位巨星收入差距巨大，是因为贝利时代没有

通信卫星，只有很少人能去球场看比赛，市场规模很

有限。 ２０１４ 年巴西世界杯足球赛向 ２００ 多个国家

（地区）转播，十几亿观众观赏了 Ｃ 罗的比赛，这使

其市场价值无比巨大。
（一）市场规模暴涨，从现场扩展至全国乃至全

球。 有了卫星电视和互联网，体育产业可以面向全

球消费者提供服务。 例如，同样还是 ２２ 个球员（生
产者）的足球比赛，消费者却从以往的数千名、数万

名现场观众，飙升至世界各地的数百万、数千万甚至

上亿。 ２０１４ 年巴西世界杯有 ３２ 亿电视观众和互联

网观众，超过 １０ 亿人观看了决赛直播。 北京奥运

会，５．９３ 亿人观看了整个开幕式，９．８４ 亿人至少观

看了文艺表演部分，４７ 亿观众观看了北京奥运会。
伦敦奥运会开幕式有 ９ 亿电视观众，整个赛事覆盖

４０ 亿观众。
当前各国职业体育产业中，比赛现场的收入已

经成为小部分，转播收入成为主体。 以 ＮＦＬ 为例，
平均每场比赛能够吸引大约 ７ 万名现场观众，但门

票收入并不是其主要收入来源，２０１４ 年转播版权收

入近 ７０ 亿美元，而门票销售收入约 １０ 亿美元。
和欧洲相比，中国人口众多而职业体育比赛场

次较少，现场观众的比重较低，电视和网络转播的市

场规模较大。 ２０１６ 年赛季中超 ７２．３ 亿元的总收入

中，门票收入仅为 ５．２ 亿元，占比仅为 ７．２％。 相反，
网络空间市场巨大，许多体育项目有很高的商业

价值。
（二）体育消费者的选择增多，福利增加。 各国

的体育传统有一定差别，但是人们对于体育的热爱

是相似的。 跑得最快、跳得最远、跃得最高，在世界

各地都万众瞩目。 因此，各类体育活动特别是各类

体育赛事通过卫星电视和互联网向全世界转播，给
各国体育爱好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观赏选择。 目

前，全世界超过 １０ 亿观众的单项球类运动有足球、
板球、曲棍球、网球等；超过 ４ 亿观众的项目有排球、
乒乓球、棒球、高尔夫球、篮球和美式橄榄球等。

将电视和互联网观众归为体育产业的消费者是

正确的。 虽然他们没有花钱购买比赛现场的门票，
但相当部分观众会付费观看电视或网络转播。 英国

天空体育是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主要转播商，付
费用户超过 １０００ 万，占英国人口的 １ ／ ６。 球迷在本

土看英超转播每月最低要花费约相当于 ３１２ 元人民

币。 日本球迷在当地看日本职业足球联赛需要每月

花费相当于 １８７ 元人民币左右。 目前，中国体育观

众的主体是看免费节目，但部分观众已经开始习惯

于付费观看转播。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西班牙足球

甲级联赛皇家马德里对阵巴塞罗那的比赛，ＰＰＴＶ
网络直播收费 １ 元人民币，高峰时段观看者超过 ６０
万。 即使只观看免费转播的观众，在网络时代也具

有提供“流量”的经济性质，是插播广告的受众，经
济价值显著，因此也是有效的消费者。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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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服务提高消费者福利还体现在其“长
尾效应”上。 “长尾效应”是互联网时代专有的学术

名词。 当消费者只能在现场观看比赛时，每个区域

内能够举办的赛事很有限，只能转播观众足够多的

项目。 那些喜欢“小众” “冷僻”赛事的消费者无处

观看。 但在互联网空间，能够点播的视频数量几近

无限而且成本很低，个性化需求也能得到满足。 例

如在中国观看印度足球超级杯的人数仅千余人，现
场电视转播没有可能，而网络平台却能够提供点播

服务。 对平台企业来说，这些“小众”的需求虽然每

人的消费量很小，但种类极多，能够汇聚成的市场份

额足以和那些少数热播产品相匹敌，甚至更大。
其他体育服务业也因网络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

了效率。 例如，互联网＋健身为健身行业开拓了新

的发展机遇。 长期以来传统健身房的商业模式都是

发年卡兼卖课程，加盟商开办一家健身房，需要上千

平方米和 ５００ 万元以上的开办成本，投资高，回收

慢，风险高。 这类健身房单个规模大，数量较少，与
消费者距离远，不能提供“身边的”健身服务。 近年

来，健身行业创新频频，互联网＋健身软件扩大了健

身用户的范围，移动支付的普及使自助服务更加便

利。 例如美国的健身俱乐部 Ａｎｙｔｉｍｅ Ｆｉｔｎｅｓｓ 依托互

联网，将俱乐部主要开办到社区，全年全天候开放，
大量门店满足顾客更多的使用，会员可以去其任意

一家连锁健身门店，先进的安全系统使顾客自助进

入俱乐部，特别是线上支持和互动功能，对会员的实

际健身状况和饮食状况等进行追踪、分析、规划。 由

于适合消费者的特殊需求，其发展很快，目前已在全

球超过 ３０ 个国家开设了超过 ４０００ 家门店，并于

２０１４ 年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已在北京、上海、西安、
深圳和厦门开设了 ７ 家健身俱乐部。

（三）体育聚集大量关注，产生多种衍生价值。
职业体育竞赛表演的观赏性、刺激性、归属感、释放

感等多种精神和心理感受，带给各类媒体极为宽阔

的运作空间。 经验表明，体育比赛的关注程度在各

类节目中位居榜首。 传媒大亨默多克说过：“体育，
尤其是足球，就其将观众吸引到收费电视的能力而

言，绝对超过电影和其他娱乐方式”。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笔者在纽约的一次晚宴上与新闻集团总裁汤姆

森邻座，向他请教体育节目在其集团业务中的地位。
他说，占播出量的 １ ／ ４，占观众数量和收入的比重更

高。 因此许多综合性平台将比赛转播看作是有吸引

力的入口，因为体育迷由此进入后，多数还会浏览平

台上的其他内容，平台就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智能

化、个性化的服务。
体育的高关注度带来了一些似乎有悖常理的现

象。 例如明知注定亏本还要投资，还要高价购买明

星球员等。 这是因为投资体育会有高出镜率和知名

度，社会声望和知名度会带来更大的商业价值。 特

朗普总统早年投资于橄榄球俱乐部就是如此。 再如

阿布扎比和卡塔尔皇室购买曼彻斯特城足球俱乐部

和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目的之一就是通过球队的

好成绩，提升国家和皇室的软实力和影响力。
职业体育俱乐部亏本但高价引入外援的现象在

中国更普遍，这源于中国职业体育的突出特点，即投

资企业冠名俱乐部。 国外俱乐部大都以地域命名，
冠名企业将球队视为“奔跑的广告”，有其盈亏的逻

辑。 中国有 ６ 亿以上的观众关注中超和 ＣＢＡ，有
３０００ 万以上体育博彩参与者，有数千万忠实“粉丝”
关注明星们赛场内外的代言产品，有成千上万寻求

商机的投资者，巨大的能量聚焦在区区十几个顶级

职业俱乐部，为冠名的投资者带来高知名度和多种

商业价值。
网络时代，体育服务业已经完全改变了其低效

率的性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都极为显著，成
为高效率的产业。

四、拓展分析：互联网空间下的文化产业

　 　 在传统观念上，体育产业是非主流产业，以其为

例会被认为没有代表性。 本节再将上文的分析扩展

到文化产业。
（一）产业化促进发展。 将商业因素引入文化

领域会腐蚀文化价值和人文精神，这个批评伴随着

文化产业发展的全过程。 一些学者认为，创作者不

再从审美角度创作，取而代之的是上座率和经济效

益，文化产品变成了商品。 这种观点反映了知识分

子维护精英文化、欣赏高雅艺术的精神气质，长久以

来占据着价值高地。
然而事实表明，商业化运作极大地促进了文化

产业的发展。 ２０ 世纪后半叶以来，教育广泛普及，
中产人群成为人口构成的主要部分，即成为 “大

众”，他们的知识结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有了很

大变化，需求的文化产品既有纯粹找乐、简单直白的

娱乐节目，也有风格多样、内涵丰富的多种艺术产

品，包括各类“高雅”的艺术形式。 如此普遍、多元

和多层次的需求，只有通过商业化运作才能不断开

拓创新，促进市场的扩张和繁荣。 产业化、商业化确

实也带来一些问题，文化市场不乏价值观失当和粗

制滥造的产品，但总体上看，产业化并未导致文化走

入歧途和走向没落，而是走向繁荣发展。
（二）从现场服务向网络服务的发展。 对“乐”

的需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需求，为什么在当代才孕

育出了规模巨大的文化产业？ 根本原因是网络和数

字技术的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与体育服务业相似，
以往只能在现场提供表演服务。 网络发展提供了以

往不可比拟的发展条件。 一方面，网络提供了以

１４



经经济济学学研研究究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ＵＡＡ ２０１８年第 ４期 第 ３５卷 总第 ２０５期

“点击率”为基础的商业盈利模式，使大量自娱自乐

的创作可以转化为商业创意，具备了市场价值以及

足够激励。 另一方面，网络提供了可复制、低成本的

多种找“乐”模式，普通消费者可以用极低成本获得

大量的“乐”，消费规模得以极大拓展。 以前只有少

数人能够经常性地欣赏音乐会、话剧、戏曲等现场表

演，产业规模较小。 现在一个好的艺术产品是以全

世界消费者为对象的，巨大的市场既滋养出受众规

模惊人的作品，又容纳得下丰富多样的产品群，最优

秀的文化产品能获得巨大收益。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前，靠一首歌、一支乐曲或一部小说成为富豪的文化

人少之又少，交响乐、歌剧、芭蕾这样的高雅艺术更

是难以致富。 不是它们不受消费者喜爱，而是无法

影响庞大的人群。 而当下，一首歌、一部影视剧可以

在全球流行，市场规模以千万甚至亿美元来计算。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最后一周，美国乡村音乐天后泰勒共

售出 ５４７０ 万张数字唱片；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底，中国网络

音乐用户规模达 ５．２４ 亿，数字音乐的市场规模已经

超过 ５５０ 亿元。
总之，市场经济在其他领域展现的活力，同样可

以构建文化产业的创造性、异质性和多样性。 处于

网络空间下的文化服务业正以极快的速度开拓创

新，形式精彩纷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

五、几点思考

　 　 体育和文化产业都是典型的网络空间服务业，
这类产业群体巨大并还在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今

后一段时期内的主要增长点。 它们带来与以往不一

样的增长模式、竞争格局、收入分配和治理诉求，这
些都具有重要的理论蕴意。

（一）时间：增长的硬约束。 网络空间能够存放

和提供的服务内容数量巨大，时时刻刻还在增加，消
费者的多元消费需求在不断扩张，看上去网络空间

的服务增长似乎没有边界。 然而，这类服务业的发

展受到一个极为刚性的约束：时间。 时间不可储存、
不能创造、不可预支、不可复制，稀缺性是其他任何

资源不能与之相比的。 实物产品市场扩张受到的主

要约束是购买能力，财力足够的消费者可以购买大

量产品而无须花时间消费，拥有本身就是享受。 富

豪们可以同时拥有几十辆豪华车辆，可以拥有世界

各地的多套别墅。 但网络空间的服务消费是体验式

的，消费者必须花时间亲自参与。 服务消费时代，时
间成为最为稀缺的资源，财富可以逐年增长和积累，
时间永远是个常数。 时间约束对服务业增长和整个

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还不完全了解。
（二）等值替代的福利含义。 由于时间的约束，

服务业发展呈现“替代”而不是“新增”的特点。 可

以推论，不久的将来，替代会成为服务业新的增长方

式。 不少研究认为，因为家庭有相对固定的消费支

出预算，参与体育活动是对其他娱乐活动的替代，并
没有新增消费，因此体育产业对于经济发展并无明

显的促进作用，不过是整个经济活动的再分配（Ｓｔｅ⁃
ｐｈｅｎｓｏｎ，２０１４）。 这涉及一个基本的理论命题：排除

了单位时间消费创造更高价值这种形态（增值替

代）后，等价替代有意义吗？ 答案是肯定的。 消费

者以相同的支出替换消费类型，必定是认为新的消

费更有“效用”，也就是说消费者剩余更大。 这无疑

增加了消费者福利。 未来在网络空间服务业中，由
于总时间给定，等值替代甚至减值替代有可能成为

新增服务的重要部分。 如何将这种增长形态在国民

经济核算体系中恰当赋值和表达，有重要的理论

意义。
（三）“赢者通吃”与收入差距。 稀缺要素索要

高价是市场规律。 在文化和体育等产业中，创造力

和天赋最为稀缺，又有网络将创造力和天赋带来的

“供给”低成本送达世界各地，获得极大的市场份

额。 同时，消费者大都只愿意观看“最高水平”的演

出和比赛，免费或费用很低的电视和互联网转播，使
得消费者无论穷富都能随心所欲。 因此，具备特殊

天赋的艺术和体育明星能获得巨额收入，成为全社

会“工薪”收入的塔尖。 显然，以往对贫富差距的分

析思路，诸如资本剥削劳动、雇佣关系、食利者阶层

等概念都不适用于描述这一批新的财富创造者和拥

有者。 消费者“只选最好”和供给者“赢者通吃”，是
互联网时代决定收入分配的新因素。

（四）社会治理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网络

空间带来复杂的治理任务，一是网络消费的“上瘾”
问题。 网络游戏能够满足多种需求，但“上瘾”对青

少年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二是服务内容的选择问

题。 体育文艺明星易于带来炫富、猎奇、隐私等负面

影响，平台可能推波助澜甚至造谣生事，因为高关注

度就意味着高点击率。 三是社交媒体广泛渗透。 个

体在网络空间中的言行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有可能

影响是非判断，引导舆情，影响其他公民的工作和生

活。 四是对现有法律不断提出挑战。 例如网络视频

服务的知识产权问题就很复杂，线上二手票券交易

的合法性，等等。 目前，“多元利益相关方协同共

治”是各方都认可的治理原则，问题在于怎么协同、
如何共治？ 需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不要拘泥于传

统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
研究当代服务经济问题，需要社会科学多学科

的交叉融合，诸如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
网络行为学等。 这就要求在研究中纳入多学科的因

素，需要对原有分析框架进行多层面和多环节的更

新，甚至需要基本理论框架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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