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倫敦奧運中企零贊助
財大氣不粗 國際化戰略雄心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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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在中國健兒倫敦奧運表現搶
眼、摘金奪銀的同時，內地企業和品牌卻缺
席倫敦奧運會共五個級別的官方贊助商陣容
。據分析，這一方面由於倫奧主贊助商費用
大幅飆升，更重要的是，內地大部分企業
「走出去」 的程度有限，對贊助及相關市場
推廣興趣缺缺。 「零贊助」 背後折射出中國
企業國際化之路仍然漫長。

東北最大零工市場門庭冷

新華社引述企業戰略規劃和行銷專家稱，2008 年
北京奧運會，一家本土企業榮獲全球合作夥伴地位
（TOP夥伴），8家本土企業獲取次一級的合作夥伴身
份，另外，還有兩位數的企業成為各較低級別的贊助商。

「倫敦奧運會贊助商陣容中難現中國企業和品牌的
身影，可能釋放出其背後包藏的複雜因素。」對外經濟
貿易大學國際商學院教授王永貴說。

贊助京奧無關市場目標
北京奧運會絕大多數本土贊助商均是國有企業，

雖然其中不乏世界500強，可謂財力雄厚，但是，它
們斥巨資予以贊助更多的是出於鼎力支持中國歷史
性舉辦奧運會的目的，而非純粹的借助奧運會全球
影響提升企業國際影響力和世界市場份額的目標。

另外，相比北京奧運會，倫敦奧運會主贊助
商的費用飆升也是中國大陸企業和品牌缺席的
一個重要原因。據了解，成為倫敦奧運會的一
個 「TOP 夥伴」，4 年間至少要投入 8000 萬
美元以上，如此之高的金錢投入令中國大陸企
業不得不望而卻步。

長期從事體育行銷研究的北京體育大學的
洪建平說，獲得贊助身份和資質只是第一步，而
如何系統地打好奧運會行銷這張牌，很多本土企
業依然陌生。

與跨國企業差距仍大
根據國際慣例，獲得奧運會贊助身份和資質後，

企業還需要三倍甚至更高的預算進行市場推廣。而中
國本土企業的國際市場角逐一般限於某一地區，因而，
對於獲取奧運會官方贊助身份和資質及其可能的較大關
聯市場影響興趣不濃。

倫敦奧運會上，一些中國大陸企業特別是體育用品
製造商，選擇性地贊助支持部分代表團和運動隊。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中國大陸企業缺席倫敦奧運
會官方贊助，也同樣凸顯其經營理念及戰略雄心與歐美
日韓跨國公司差距較大的現狀。 「對於中國大陸企業來
說， 『財大』可不見得 『氣粗』。」洪建平說。

缺席倫敦奧運會官方贊助商的憾事告訴人們：中國
大陸的一些優秀企業要想更快地成長為國際一流企業，
還要不斷地優化價值理念、擴展國際視野和強化世界競
爭的雄心。

「奧運會行銷雖不是唯一途徑，但卻有獨特的價值
，當然也是一塊試金石，特別是對於近些年來異軍突起
的中國大陸企業來說。」王永貴說。

劉家峽水庫30年來首次泄洪
【本報記者柴小娜劉家峽六日電】入汛以來，黃河流域

持續強降雨使得劉家峽水庫庫容超過防汛警戒水位，黃河水
位暴漲，劉家峽水庫30年來首次開閘泄洪。

進入7月，受黃河流域強降雨影響，黃河上游降水量持
續偏多，幹支流來水量猛增，黃河水位暴漲，上游幹支流來
水較多，龍羊峽入庫唐乃亥站流量不斷加大，6月11日、7
月4日、7月22日分別超過1000、2000、3000立方米每秒。
7 月 31 日 16 時，劉家峽水庫壩前最高運行水位為海拔
1728.02 米，比去年同期高出 6.3 米。是 30 年來未遇的防汛
壓力。

據悉，劉家峽水庫按照黃河水利委員會、甘肅省防汛抗
旱指揮部、西北水調、甘肅省電力公司要求，按調度有計劃
地進行溢洪道提閘放水，以確保安全防汛度汛和下游蘭州市
區的安全。

劉家峽水電廠消息稱，這是劉家峽水庫自 1981 年以來
的第一次開閘泄洪。目前，劉家峽水庫保證日均下泄流量保
持在 1600 立方米每秒以上。據最新消息，截至 8 月 4 日 20
時，劉家峽水庫水位降至1727.88米，出庫流量增大至2200
立方米每秒。

據介紹，持續的高水位為水電大發展帶來機遇，但對機
組的安全穩定運行是一大考驗。到目前為止，劉家峽水電廠
5台機組全方式、大負荷運行已持續5個月，上游來水和水
庫泄洪還將持續一段時間，防汛及大發電工作都面臨嚴峻考
驗。

劉家峽水電站位於黃河上游甘肅永靖縣境內黃河三峽省
級風景名勝區內，是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期間我
國自己設計、施工、建造的大型水電工程，1964 年建成
後成為當時全國最大水利電力樞紐工程，曾被譽為 「黃河
明珠」。

要數藉贊助奧運推升品牌國際知名度與競爭力
，韓國 「三星」堪稱經典案例。30年前， 「三星」
仍是為日本三洋公司加工的小公司，而到了2005年
，在全球最有價值品牌榜上，它卻成功以 149 億美
元超越索尼，成為全球第一電子品牌。如今，三星
已成全球最大手機廠商，在高端智能手機市場上更
與iPhone平分秋色。

這得從1988年漢城奧運說起。當年三星作為奧
運會國內供應商，讓全球認識了三星，三星當年收
入大增 27%，其後數年均保持快速增長。此後，為
改變品牌，走向國際市場，三星選擇了增加營銷預
算為TOP計劃買單。97年，三星雖受亞洲金融危機

影響，但依然花巨資取代摩托羅拉成為奧運會TOP
贊助商。在贊助2000年悉尼奧運會之後一年內，三
星的電信產品銷量增長了 44%；與贊助奧運前相比
，知名度提高了 30%。可以說，從悉尼到倫敦，運
續四屆TOP贊助商，三星完成了一個從 「三流品牌
」到全球頂尖品牌的完美蛻變。

當然，成為奧運會贊助商對於品牌而言，固然
有促銷作用，但最關鍵還是要看品牌本身的表現及
前景。從 1985 年奧組委推出 TOP 贊助商計劃以來
，一直位列其中的柯達，到2008年北京奧運後宣告
破產，很明顯，在數字化的潮流面前，奧運營銷並
未能減慢其 「死亡」速度。

海葵撲浙 料將肆虐多日
【中新社杭州六日電】浙江省氣象台表示，颱風 「海葵

」最有可能於7日夜間到8日上午在三門灣一帶登陸，預計
「海葵」登陸將對浙江產生比較嚴重的影響。而浙江省防指

辦也將Ⅲ級應急響應升級為Ⅱ級。
據介紹， 「海葵」生成緯度較高，目前直奔浙江而來。

同時，它的前期移動速度很快，但是後期速度將逐漸減弱。
「海葵對浙江的影響時間很長，範圍也很廣。」

為應對 「海葵」，浙江省防指11時將防颱風應急響應
提升為Ⅱ級。據了解，這是浙江省防指在8時將防台應急響
應由Ⅳ級提升為Ⅲ級後，再一次上調防颱風應急響應。

6日16時，浙江寧波拉響了緊急警報，此次海葵來襲將
為寧波帶來過程累計雨量在200-300毫米，部分地區400毫
米以上，極易引發山洪和地質災害。

隨着 「海葵」逼近，浙江台州也組織撤離海島遊客，浙
江台州大鹿島旅遊風景區、大陳島的遊客已安全撤離，黃礁
島上的群眾也於六日下午進行撤離。同時，台州海事局在6
日11時發布二級防颱警報。截至發稿時，台州沿海 「椒江
至大陳」等7條重點客運航線已全部停航。在應急力量方面
，台州轄區現共有主要應急救助船艇33艘。

在溫州洞頭縣，防汛指揮部協同縣海洋漁業、海事等部
門發出通知，要求出海船隻務必在8月6日上午10時前全部
進港，目前當地2991艘船隻已全部在港。

浙江省氣象台6日發布了黃色預警信號，提醒當晚開始
沿海地區風雨較大，須注意防範大風、強降水等影響，尤其
注意海上回港避風船隻的安全。

【本報訊】來自遼寧省燈塔市沈旦堡鎮的 59 歲
農民李佔威是瀋陽魯園勞動力市場的常客，胸前掛着
標有 「零活」的白色卡片，稱老伴已經去世，為不增
加唯一一個兒子負擔，只好打工掙錢。 「現在活兒不
好找，我已經一個多月沒找到活了。」他說。

與李佔威的現狀類似，瀋陽魯園勞動力市場裡的

許多農民工都面臨着相同的窘境，即求職 「冷」。而
另一方面，相關部門針對農民工所組織的培訓，卻呈
「熱」意，受到歡迎。作為東北最大的零工市場，瀋

陽魯園勞動力市場7年前成立了全國首家農民工工會
，在經濟下滑的趨勢下凸顯一冷一熱，引人關注。

農民工求職 「冷」 培訓 「熱」
6日，瀋陽魯園勞動力市場的求職大廳內，三三

兩兩的年輕人坐在椅子上或看着電視，或玩着手機。
大廳內的和平區農民工維權中心大門緊鎖，門上貼着
一張白紙，上面印着 「找工作到對面寄存處」。而門
旁的藍色牌子上寫着： 「只要農民工有1%的理由，
我們就要盡100%的努力。」

一位在大廳內賣報的大爺說： 「過去這裡的農民
工有一兩千人，現在多說也就五、六百人，老闆來的
太少了。」他的胳膊上托着厚厚一摞報紙，農民工的
減少也影響到了他的生意， 「過去一天能賣七、八十
張報紙，現在頂多賣三十多張。」

據悉，瀋陽魯園零工勞動力市場位於瀋陽市和平
區，是東北規模最大的以農民工為主的務工求職集散
地，高峰期日流量 2000 至 5000 人次，年流動量 100
萬人次左右。

技能培訓須追上時代
「今年勞動力市場萎縮的重要原因是，魯園勞動

力的素質和技能在下降，同時經濟下滑也是一個重要
因素。」魯園農民工工會常務副主席張學東透露，魯
園農民工工會剛成立時，勞動力市場相當紅火，當時
老一代農民工佔多數，近幾年老一代逐漸淡出勞動力
市場。和老一代比，新生代農民工並沒有經過種地等
農活的鍛煉，很多跟城裡孩子一樣，也是獨生子，缺
少老一代吃苦耐勞的精神，僱主往往不滿意。

2005年4月，瀋陽魯園農民工工會成立。作為全
國首家農民工工會，魯園農民工工會會員人數現已達
4萬餘人。張學東透露，現在工會會員名冊一半以上
是 「80後」、 「90後」的新生代農民工。

「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目前瀋陽魯園農
民工工會正針對經濟形勢以及農民工技能素質欠缺的
情況，開展多種形式的教育培訓，主要做法是實施大
小課堂教育。 「大課堂」教育課程包括新生代農民工
人生目標、價值取向、理想信念、職業道德、文明禮
儀、創業指導等。 「小課堂」的教育則是技能型培
訓，課程包括面案技能、美容美髮、烹飪和母嬰護
理等。 （新華社）

【新華社北京六日電】今後中央文化企業國
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將重點支持中央文化企業兼
併重組、推進文化科技和內容創新及推動文化
「走出去」，促進文化產業全面振興，推動社會

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財政部日前發布了《關於做好中央文化企業

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確
了今後中央文化企業資本預算支出管理重點。

根據通知，中央文化企業國有資本經營預算
支出一大重點是支持中央文化企業兼併重組。主
要支持中央文化企業作為兼併主體，通過出資購
買、控股等方式取得被兼併企業所有權、控股權
，或通過合併成立新企業。鼓勵擁有多家出版社
的部門（單位），結合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整合

出版資源組建出版集團公司。鼓勵業務相近、資
源相通的出版社，按照優勢互補、自願組合的原
則，組建出版集團公司。對於企業為取得被兼併
企業的直接支出採取資本性支出方式支持。

鼓勵與外國文化機構合作
另一重點是推進文化科技和內容創新。主要

支持中央文化企業進行具有典型示範效應的數字
出版、網絡傳播平台、移動多媒體等項目建設，
進行具有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前景的文化原創產
品生產，以及進行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有利於推
動本企業產業結構調整或升級的關鍵技術研發。
對於項目建設、產品生產採取資本性支出方式支
持；對於技術研發，採取費用性支出方式支持。

此外，還將推動文化 「走出去」。支持具有
競爭優勢、品牌優勢和經營管理能力的中央文化
企業與國外有實力的文化機構進行項目合作，建
設文化產品國際行銷網絡，對外投資興辦文化企
業。對於企業對外投資、項目建設採取資本性支
出方式支持。

作為擴大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範圍的
重要舉措，早在今年初，財政部就提出要將中央
文化企業納入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範圍，
並明確國有獨資企業的上繳利潤比例為稅後淨利
潤的5%。今年5月財政部曾發文明確中國出版集
團公司、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公司等 109 戶中央文
化企業從今年起納入國有資本收益申報和交納範
圍。

【中新社上海六日電】復旦大學6日發布
一項關於中國中小微企業成長報告顯示，2012
年上半年中小微企業的成長指數有所下降，成
本壓力上升已成頭號難題。

儘管政府出台各類措施扶持，中國中小微
企業的發展卻仍 「舉步維艱」。由復旦大學主
持的這項課題研究範圍覆蓋全國，調研七大經
濟區域的 21 個城市。結果顯示，上半年中小
微企業的 「績效指數」、 「信心指數」和 「風
險指數」都出現下降。

過去幾年來，各行各業都面對成本上升的
問題，但對於盈利水平和盈利能力本來就低於
同行業大型企業的中小微型企業而言，這一問
題更為突出。調查顯示，多數中小微企業的盈
利水平在3%到5%之間， 「這意味着成本的風
吹草動都會對中小微型企業的盈利水平產生顯
著影響」。

此外，由於創業環境總體還有待完善，多
數中小微型企業還屬於競爭激烈的、勞動密集
型的企業，勞動力成本在企業成本結構中的佔
比較高，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導致企業用工成本
上升明顯，報告稱 「中小微型企業深感由此帶
來的經營壓力」。

報告也認為，固定資產少、技術水平較低
，生產要素成本支出佔比大等因素，造成中小
微企業運營 「分外艱難」。

參與此次課題調研的人員指出，從國外成
熟經驗看，中國關於中小微企業的稅收和政策
支持都有待加強和完善，對尚處於發展困局中
的中小微企業的扶持力度應大幅提高。從中小
微企業自身看，首先要在自有資源的基礎上選
擇恰當的行業，然後精耕細作，提高企業管理
水平，降低管理費用，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和
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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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小
企
成
本
大
營
運
難

經營預算面重點支持兼併重組
國家助推中央文化企業走出去

三星：奧運營銷經典案例

奧運贊助企業分5級別
奧運贊助企

業共分 5 個級別
，第一級別是國

際奧委會全球合作夥伴（即TOP夥伴）
，為最高級別，具排他性。國際奧委會
在同一行業只挑選一家企業，如可口可
樂等。此級別門檻最高，要成為倫奧
TOP夥伴，四年間至少要投入8000萬美
元。第二至第五級別則依次為 「奧運會
合作夥伴」 、 「奧運會贊助商」 、 「奧

運會獨家供應商」 以及 「奧運會供
應商」 。每個級別均對應着

不同的權益。

話你知

▲

三星由 「三流
品牌 」 蛻變成
「國際品牌」 ，
堪稱奧運營銷經
典案例

網絡圖片

▼跨國品牌爭相
成為奧運贊助商
，中國企業在倫
敦奧運 「零贊助
」 ，顯示中國企
業 「走出去」 之
路仍然漫長

網絡圖片

▲ 「海葵」 襲浙江，當地提高戒備。圖為杭州市區路邊
樹木6日被風颳倒 新華社

▲隨着勞動力市場萎縮，遼寧魯園勞動力市場的
招工盛況不再 網絡圖片

▲復旦大學報告顯示，成本壓力上升是微小企業發展的
頭號難題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