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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户外运动巨大的市场份
额，政府如何把“蛋糕”做大？企
业如何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分得

“一杯羹”？在全国户外运动产业发
展大会上，专家们各抒己见。

政府部门到位不越位。政府部
门始终要树立“发展体育产业的核
心力量是企业”的意识，营造环
境，积极培育市场主体，而不是

“越俎代庖”。谭建湘说，全国近千
场马拉松赛事中，都有政府的影
子，这不利于马拉松产业的持续发
展。政府应该做户外运动产业的

“保姆”，做好服务工作，同时引入
负面清单制度，明确“法无禁止即
可行”。通过政府“买单”，加大户
外运动技能公益培训力度。谭建湘
建议，我市应利用国家保险综合试
验区的优势，加强与保险部门合
作，探索户外运动公共保险的可行
性。

产业政策要落地。政府部门出
台的政策要切合实际，有针对性和
可行性。减少审批环节，提高服务
效率。建立体育、旅游、文化、安
监、公安、规划、保险、医疗等部
门的联席会议制度，协调户外运动
产业推进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让体
育产业政策与旅游、健康、养老等
产业政策融合发展。

推动户外运动智能化发展。户
外运动多在山地、野外举行，对通
信、安全、自救的设施设备有很大

的依赖性。因此，体育产业的智能化
发展是必由之路。要借助信息技术，
积极发展体育+旅游订制化服务，让
户外运动产品能满足个性化需求。

打通“最后一公里”。我市及全
国各地的不少户外运动基地，建成后
不久就被闲置。绿水青山大多远离城
市，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很多商家建
设户外运动营地时只考虑场地、设
施、设备等项目建设，没有考虑户外
运动发展需要配套的基础设施，比如
交通、安全、餐饮、住宿及软件服务
等。有关专家说，我们应该借鉴美国
一些户外营地的做法，除了提供完善
的基础设施，还应指导游客如何烧火
做饭、如何处理户外垃圾。

树立以消费者为核心的理念。户
外运动既要考虑本地消费者的常态化
需求，也要考虑季节性外地消费者的
需求。运营者要对消费者的状态、类
型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满足各类人
群的不同需要。

突出特色，打造品牌。户外运动
产品要有竞争力，要因地制宜打造
特色。要通过产品的精心设计，将
特色转化为核心竞争力。要高度重
视消费者的体验环节。纽约马拉松
是世界六大马拉松赛事之一，参赛
者最多时超过 10 万人，声势浩大。
为了每年 11 月的这场赛事，当地会
策划 50 多场活动，将赛事的效应放
到最大。纽约马拉松的成功经验，值
得我们学习。

加强服务做大“蛋糕”
产业掘金企业先行

9月中旬，全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大会在我市召开。面对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兴绿色产业，来自全国各地
的专家、学者、企业家“论剑”东钱湖畔，为我市以及全国的户外运动产业发展献计献策——

户外运动蓬勃开展，万亿产业如何掘金？
记者 崔小明

长期以来，我市高度重视户外
运动产业的发展。依托丰富的户外
资源优势，积极推动体育健身、户
外运动、休闲旅游相互融合。完成
了一批登山步道、自行车道、露营
基地等基础设施建设。宁海 2009
年成功建成全国首条 100公里国家
登山健身步道后，这些年不断拓
展，目前登山健身步道已达 500公
里。在宁海县胡陈乡，有华东地区
线路最长、功能最齐全的 80 公里
自行车赛道，既适合休闲骑行，也
可以开展高级别、高强度的大型自
行车赛事。东钱湖环湖自行车道已
经超过 50 公里。每逢节假日，这
些地方是市民休闲旅游的绝佳选
择。

我市建成了多个体育公园、体
育运动特色小镇等各类体育综合
体。宁海县胡陈乡建有一个滑翔伞
基地、一个国家级垂钓中心、一个
标准露营公园，实现了户外运动与
当地农家乐、农业基地、餐饮住宿
的有效结合，促进了户外运动与养
生休闲旅游的协调发展。位于北仑
区春晓镇的国际赛车场占地面积
1111 亩，不仅可以承办国际专业
赛事，还是厂商试车、新品发布的
绝佳平台。宁波万博鱼游艇会位于

梅山湾，以游艇母港为基础，融游
艇帆船体验、水上运动休闲、海上
体育赛事、亲子户外活动为一体。
位于我市偏远山区的奉化大堰镇，
利用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举办了
第一届、第二届山地户外运动挑战
赛、首届宁波市群众登山大会、浙
江省山地自行车挑战赛等一系列体
育赛事，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应。
大堰镇每年接待数十万名游客，旅
游综合经济效益逾亿元。

山地探险、徒步、漂流、攀岩
等赛事的不断举办，在满足群众户
外运动服务和需求的同时，也激发
了户外运动产业和关联产业的潜力
和活力。一批户外运动企业在市场

“摔打”中不断成长，脱颖而出。
宁波大自然户外俱乐部 6次被评为
全国示范俱乐部，策划并执行了宁
波第一个马拉松赛事——宁波山地
马拉松赛，这项赛事已连续举办了
5届。大自然户外俱乐部还建成宁
波第一个户外营地，为修建绿谷龙
观登山步道提供了技术支持，并协
助东钱湖建成上水帐篷营地等。
2016 年，俱乐部团队远赴贵州黔
东南操办了一场国际半程马拉松赛
事，并大获成功，开了宁波户外俱
乐部异地办赛的先河。

宁波户外资源丰富
运动产业风生水起

图 示

近年来，我市户外运动快速发
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制约产业
发展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管理权属不够清晰。户外运动
业务范围涉及露营、徒步、登山、
峡谷穿越、野外生存、洞穴探险、
丛林探险、自然水域探险、空中探
险等，与规划、建设、旅游、安监
等部门一定程度上存在职能交叉和
重叠。在产业规划、基础设施建

设、配套服务等方面存在多头管
理、责任主体不明确等问题。

专业培训几乎空白。各种户外
运动的专业培训难以跟上，导致户
外运动的参与者专业素质参差不
齐。我市除了少部分人接受过中国
登山协会的专业培训之外，大多数
户外俱乐部和户外运动爱好者是出
于兴趣而自发参与其中。参与活动
的主观性、随意性较大，缺乏基本
的户外运动技能。近年来，大自然

开发缺乏广度深度
多种因素制约发展

户外运动产业作为一项新兴产
业，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商机。

首先，这项产业符合新的消费
方向。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发展的指
导意见》，并出台了多个专项户外
运动产业规划，明确提出了冰雪运
动、山地户外、水上运动、航空运
动发展新格局，我国户外运动产业
发展从此走进新时代。今年9月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
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
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中
明确提到，支持“邮轮、游艇、自
驾车、旅居车、通用航空等消费大
众化发展……积极培育潜在需求大
的体育消费新业态，支持社会力量
举办国际国内高水平体育赛事，积
极创建地方、民间自主品牌体育活
动，大力发展体育职业联赛”。华
南师范大学教授谭建湘在我市举办
的全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大会上发
表主旨演讲时说，当前人民群众的
消费理念已经由完全满足物质需求
逐渐过渡到追求生活质量的消费需
求，消费方式由过去“买买买”的
实物性消费向参与性、体验式消费
升级。户外运动迎合了人们新的消
费需求，一定能释放出巨大的消费
潜力。

其次，户外运动的参与人数持
续快速增长。中国登山协会开发部
主任丁祥华在全国户外运动产业发
展大会上介绍，2017 年全国泛户

外人口约 1.5 亿人，经常参加户外
运动的人口在 5000 万人左右。按
照现有的参与人口、人均消费计
算，2020 年陆、海、空及冰雪等
户外运动项目的产值，总规模将达
到 1.5 万亿元，其中山地户外运动
的产业规模将达到 4000 亿元。国
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副司长张建华在
全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大会上表
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体
育健身活动消费支出增长 39.3%，
超过旅馆住宿的 37.8%，教育的
11.2% ， 卫 生 的 13.8% 。 谭 建 湘
说，2017 年全国举办了约 1000 场
马拉松，参与人数超过 500 万人
次。近年来，我市的泛户外人口也
在快速增长，目前已超过 100 万
人。2017 年支付宝发布的大数据
表明，我市的户外运动支付笔数较
上年增长了21%。

另外，户外运动产业的发展有
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户
外休闲运动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体育产业已经成为拉
动消费、扩大内需、促进区域经济
增长的有效抓手。北京崇礼万龙滑
雪场董事长罗力在全国户外运动产
业发展大会上介绍，崇礼原来是一
个贫穷落后的小镇，自从万龙等在
崇礼开发滑雪场后，泥泞不堪的道
路变成了笔直的柏油路，破败不堪
的泥砖房变成了五星级酒店，当地
农民成功转型，有了城里人一样的
工作。

拉动消费扩大内需
新兴产业蕴含商机

户外俱乐部在市体育局的支持下推
出了公益户外领队培养计划，自
2016年以来已培养 700多人，但相
比上百万的户外运动人口而言，只
是杯水车薪。这次全国户外运动产
业发展大会上发布的中国户外运动
大数据表明，67%的人没有参加过
户外运动的培训。

缺乏足够的安全意识。近年
来，随着户外运动人口的激增，我
市多次出现户外运动遇险的情况，

有的人甚至因此丧命。这次全国
户外运动产业发展大会上发布的
中国户外运动大数据表明，参加
户外运动的人 89%没有买保险 。
业内人士认为，这与宁波实际情
况相符。

产业开发缺乏广度和深度。宁
波的户外运动经营企业普遍规模偏
小，在产业开发方面缺乏资金、技
术等支持，户外运动行业的盈利情
况不乐观。

山地竞速赛山地竞速赛

制图制图 张悦张悦

本版摄影 胡龙召骑行骑行

攀岩攀岩
赛龙舟赛龙舟

赛艇赛艇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