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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届明斯克国际书展开幕

让非洲体育用品走进世界赛场

非洲体育品牌“JSPORT”的创业故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 凯

记者曾设想，假如自己

是商人到塞内加尔投资，一

定会找个当地伙伴，做一个

体育品牌，价格实惠，有当地

特色，迎合当地人酷爱运动

的特点，改变体育用品由西

方品牌独占的局面。没想

到，这个想法已经有人实现

了。来自塞内加尔的自主体

育品牌“JSPORT”，已经连续

三届奥运会占据非洲国家代

表团官方运动用品的头把交

椅 。 不 久 前 ，记 者 来 到 了

“JSPORT”公司的办公室，一

探这个非洲本土体育品牌的

创业故事。

爱尔兰遭遇最严重暴风雪

JSPORT创始人法依向记者展示产品。 本报记者 郭 凯摄

2月28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人们在国际书展上参观。第

25届明斯克国际图书展销会2月28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开幕，

中国6家出版单位参展。 新华社发

全球需要粮食援助

人数将持续增加

2月28日，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两名儿童在玩雪球。当日，一
场暴风雪袭击了爱尔兰大部分地区。据当地气象台报道，这是自
1982年以来爱尔兰遭遇的最严重的暴风雪。 新华社发

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
道：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
信息和预警系统”最新发布的一
项特别警报，预计 2018 年粮食
问题可能恶化，全球需要粮食援
助的人数将持续增加。

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降雨
不足和高温天气可能导致非洲
南部地区水资源紧张，将对作物
生长产生不利影响。虽然该地
区谷物库存充足，但今年早些时
候的干旱天气和不稳定降雨对
作物产量构成多重风险，并可能
加剧秋黏虫的蔓延。

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受厄
尔尼诺天气影响，2016 年全球
作物产量下降，非洲南部区域粮
食不安全人口数量大幅增加。
2017年全球谷物产量显著反弹
至创纪录水平，导致粮食不安全
人数下降了近90%。但警报同
时表示，预计 2018 年该地区的
谷物产量将因不稳定降雨以及
1 月份的强烈干旱天气而再次
下降。因此，非洲南部区域的粮
食不安全人口数量今年可能
上升。

警报指出，2017 年玉米产
量比近期的平均水平高 43%，

非洲南部地区的产量 5 年来首
次超过国内消费所需，得以满
足国内需求后出口至别国。因
此，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谷物
库存。较高的库存水平可以部
分缓解未来产量下降可能造成
的影响。目前，当地玉米价格
每年都在下降，也反映出玉米
的供给充足。

警报说，由于厄尔尼诺天气
造成的严重干旱，许多小农户和
农村家庭仍未能从损失中复原，
而且他们很容易受到经济低迷
的影响，尤其是在马达加斯加等
去年收成不佳的国家。在气候
形势不利的地区，特别是莱索托
部分地区、莫桑比克南部和中部
地区、南非西部、赞比亚南部和
马拉维、津巴布韦东部和马达加
斯加西南部，许多小农户和农村
家庭依然未能从损失中复原。

警报认为，降雨对控制秋黏
虫的蔓延很重要。根据联合国
粮农组织的数据，在非洲南部几
乎所有国家已经发现秋黏虫。
干旱天气将可能会促使秋黏虫
蔓延并加剧对作物产量的负面
影响，非洲南部区域粮食不安全
人口数量将大幅增加。

品牌诞生源于职业经历

在JSPORT的办公室，首先吸引
记者的，是公司创始人法依的“个人
收藏品”——挂满两面墙的各种国际
体育赛事的工作证。从 2000 年悉尼
奥运会开始的历届奥运会、广州亚运
会、南京青奥会、数不清的非洲体育
赛事，涵盖了足球、手球、橄榄球、
排球、马拉松等多个体育门类，令人
眼花缭乱。

法依之前是一名职业足球运动
员，后来到国际奥委会工作，参加了悉
尼和雅典两届夏季奥运会的组织工
作。曾在中国工作 2 年，先后担任北
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和南京青奥会
的外籍顾问，在国际和非洲体育圈有
着非常广泛的人脉。

谈到为什么放弃了风光的国际体
育官员生涯，回到塞内加尔创业，法依
告诉记者，这其实是多年职业经历激
发出的灵感，根据现实情况作出的决
定。由于经常参加国际性体育赛事，
法依常年在世界各地工作。2006年，
他发现只有非洲的运动员没有本土的
体育品牌赞助，也拉不到国际大牌厂
商支持，穿的用的比其他地区运动员
差很多。于是就萌生出一个想法：非
洲如此广阔的大陆，非洲人又酷爱运
动，为什么不能搞个非洲人自己的体
育品牌，用非洲特色、合适的价格满足
非洲体育用品市场需求？于是，他一
方面继续从事自己的国际体育工作，
另一方面也在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
调查市场、设计产品等。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1 年，JS-
PORT品牌终于在塞内加尔诞生。其

中的 J 字，是塞内加尔当地沃洛夫语
JAPPO一词的缩写，意思是“一起、团
结”之意。

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谈到创业经历，法依感慨万千。
他说，在非洲，虽然人们喜欢运动，但
是多年来对体育品牌的认识，也仅限
于耐克、阿迪达斯、彪马等西方运动品
牌。刚开始时，很多人对法依的品牌
没有信心，认为非洲自己的体育品牌，
根本不是西方大牌的对手。他的第一
批样货出厂时，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穿，
认为是杂牌，没人知道，穿到学校会被
同学取笑。

万事开头难，既然直接在市场上
抢占份额有点困难，那么，要通过什么
方式，才能打开产品的知名度呢？法
依想到了自己认识的非洲各国体育界
的朋友们。2011 年 2 月份，先是在马
里，JSPORT 产品首发式成功举行。
符合非洲审美的实用设计，与西方牌
子相比实惠很多的价格，结实耐用的
质量，立刻引起了非洲体育界人士的
关注。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
14 个非洲代表团的运动员穿着 JS-
PORT为他们量身定制的运动服惊艳
出场，这个创立仅一年的非洲本土体
育品牌顿时吸引了非洲和全世界的目
光，它也成功取代了西方品牌，成为奥
运会非洲代表团指定运动用品的首
选。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上，18个非
洲国家使用该品牌；2016年里约奥运
会继续保持第一，并且根据参赛国国
旗的颜色，为非洲运动员设计了独具
本国特色的运动服。目前，有很多非
洲国家体育代表团、体育俱乐部等，都

希望 JSPORT 能为他们提供运动用
品，一个刚开始并不被人看好的非洲
运动品牌，就这样迈出了成功的第一
步。“现在，我儿子再也不问我要什么
耐克了，反而觉得穿 JSPORT 的运动
服、运动鞋是非常有面子的事情。”法
依笑着告诉记者。

品牌扩展仍然任重道远

谈到目前品牌的发展规划，法依
表示，目前 JSPORT 在非洲具有了一
定的知名度，但是离预期的目标还有
一定的差距。下一步发展，一是要继
续走专业战略，让更多的非洲体育代
表团、运动俱乐部采用，扩大品牌的影
响力；二是运用好门店直销和中间商
代理两种方式，逐步扩大产品在普通
消费人群中的销量。

要想做好这两点，除了亲民的价
格外，上乘的质量是必不可少的。这
也是法依一再向记者强调的，要根据
消费者的实际需要，不断改良设计，保
证产品质量，这才是该品牌持续发展
的基础。为此，JSPORT 专门全程赞
助了塞内加尔一家著名的国内足球俱
乐部GUEDIAWAYE、两个篮球队，以
及排球、拳击等项目的运动队，提供从
运动服、运动鞋、训练用球、水壶、毛巾
等全套体育用品，除了广告宣传，还要
运动员们提意见，在实际运用中做品
牌实验。从外观到性能到舒适度，有
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公司都会认真记
录下来，并在之后的设计生产中加以
改进。法依告诉记者：“所有非洲人心
中也是有着强烈自豪感的，希望穿着
非洲自己的体育品牌征战世界赛场。
这是我对JSPORT充满信心的原因。”

法依表示，目前最困难的，还是缺
乏资金，导致生产规模受限，只能谨小
慎微地经营，这也严重影响了品牌的
发展。举例来说，塞内加尔足球队成
功闯入了世界杯决赛圈，曾直接找到
他们公司，希望在世界杯上能够穿上
该品牌的球服出战。但是，思考了很
久，还是拒绝了这个到手的机会。原
因只有一个，生产规模有限，难以满足
大批量的市场需求。如果消费者和经
销商发现，该品牌的生产能力满足不
了市场需要，造成严重断货，那品牌的
声誉就毁掉了。因此，他不敢冒这个
风险，只能一点点逐步发展，能生产多
少，才考虑卖多少。

法依表示，想从塞内加尔银行业
贷款也非常困难，对他们这样的中小
型企业，银行过于保守，也没有助力企
业发展的服务意识。由于生产运动服
等物品，存储起来有失火的危险，本地
银行就觉得风险太高，拒绝为其提供
贷款。他认为，无法大规模批量生产
的结果进一步造成单件商品价格优势
降低，也使企业丧失一次又一次的发
展机会。

法依告诉记者，目前，该品牌大
部分是在中国生产，在非洲设计。以
后，将尽量把大部分生产环节也搬到
非洲来，或者在塞内加尔的加姆加久
工业园，或者在邻国几内亚比绍，让
非洲本土体育品牌能实现真正的本
土化。法依表示，真诚希望能和有实
力的中国运动品牌合作，在生产线设
备、技术人员和管理培训以及投资等
方面得到中国品牌的支持，扩大产
量，让 JSPORT 成为代表非洲的体育
品牌，走进非洲的千家万户，走向世
界的各大赛场。

位于挪威北部斯瓦尔巴群岛的全球种子库日前迎来启用10周
年庆典。随着又一批种子的加入，该种子库目前储存的种子样本数
已超过100万份。 新华社记者 梁有昶摄

全球种子库储存样本过百万份

经济增速下调 滞胀风险凸显

英国经济“健康度”引争论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自脱欧公投以来，英国经济走向
就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近日，最
新出炉的英国2017年全年经济数据，
再次引发了各方对英国脱欧后经济
健康度的关注。

英 国 国 家 统 计 办 公 室 日 前 将
2017 年 4 季度 GDP 数据从稍早的
0.5%下调至0.4%，受此影响，2017年
全年增速也下降至1.7%。这不仅是5
年来最低水平，更在七国集团中垫
底。数据显示，矿业、能源生产和服务
业经历了小幅下行修正，导致英国整
体 GDP 季度增速下调。作为英国经
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服务业部门，尤
其是面向消费者的服务业增速已经
开始明显放缓。英国国家统计办公
室官员达伦·摩根表示，这主要是因
为物价上升挤压家庭部门服务业开
支预算的结果。

值得关注的是，国际金融危机之
后，英国经济高度依赖国内消费支
出。但最近的消费数据表明，英国消
费者的消费意愿有所下降。2017年4
季度英国家庭消费增幅只有0.3%，全
年增幅也只有1.8%，为2012年以来的

最低水平。同时，公司部门的开支也
开始放缓，去年 4 季度商业部门投资
与3季度持平。

上述数据公布之后，脱欧与英国
经济的关系再次引起各方关注。英
国央行副行长布罗德本特在议会下
院表示，“与脱欧相关的不确定性是
影响英国经济的重要因素”。瑞银财
富英国投资部主管余修远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由于此前英国宏观经
济数据超预期，脱欧派据此认为，即
使是在脱欧进程之中，英国经济仍有
着乐观的前景。然而，随着近期宏观
经济数据的公布，市场将越来越关注
英国经济是否会持续疲软。留欧派
也将会更加强调脱欧给英国经济带
来的冲击。

针对英国经济的健康度，余修远
表示，虽然近期经济数据下调，但是
0.4%的季度增速仍然是“可观的绝对
量”，当前仍然无必要对英国经济作出
过于负面的判断。但是，观察脱欧对
英国经济的影响不应只关注 GDP 变
化这一绝对成本，还应该关注机会成
本。他表示，在全球传统经济上行周

期中，尤其是美国和欧元区增长环境
下，英国经济增速往往高于欧洲经济
体。然而，当前英国经济增速已是七
国集团中最低，两者之间的差距可以
被视为脱欧真正的经济代价。

布罗德本特日前也表示，英国作
为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主要贸易伙
伴的经济走势非常敏感。在当前全球
经济活动加速增长形势下，英国主要
贸易伙伴的经济都在加速增长，但英
国经济增长却在放缓、投资也低于其
他国家。这表明，英国经济受到了自
身特有因素的拖累。

引发各方对当前英国经济健康度
关注的另一重要宏观数据是就业率。
数据显示，2017 年 4 季度英国失业率
为 4.4%，高于 3 季度的 4.3%，为 16 个
月以来首次上升。

有分析担忧失业率意外上升是商
业部门投资放缓的结果，有可能是英
国劳动力市场动力丧失的先行指标。
但也有分析认为，去年 4 季度数据变
化主要是因为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所
致，无需过度担心。

如果细观数据，最新劳动力市场

就业结构还是出现了一系列改善。其
中，兼职和自主就业数量有所下降，全
职就业人数有所上升。同时，公司招
聘并没有出现大规模下滑。截至今年
1月份的3个月内，全英招聘职位数量
高达82.3万，处于历史高位。

此外，宏观数据走势对英国货币
政策的影响也是各方关注的一个重
点。余修远表示，当前市场对 5 月份
英国央行加息预期仍很强烈。近期宏
观数据走势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影响还
需要进一步观察，尤其是要关注劳动
力市场数据。目前，薪金增速已经达
到超预期的2.5%。在当前英国剩余产
能规模大幅下降情况下，未来需要密
切关注 3 个月至 6 个月内薪金变化与
CPI走势。一旦薪金增长持续推升核
心通胀，英国央行加息步伐有可能进
一步加速。

但是，如果未来数个季度内经济
增速长期维持在 0.3%或者 0.4%的水
平，2018年经济增速将低于央行预期
的1.8%水平。英国经济的滞胀风险将
进一步凸显，英国央行的加息节奏将
不得不更为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