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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dvantage of resources in constructing characteristic towns with 

sports specialty in Xi’an Qinling Mountainous areas. According to both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ng 

characteristic towns with sports specialty and experience of it from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also proposes the strategies of constructing characteristic town with sports specialty as follows: 1. 

take advantage of local resources to plan and desig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wn accurately; 2. 

highlight the specialty of each town and value the individual experience of tourists; 3. innovate the 

operating model and attract the investment of private capital; 4. give priority to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nd build the overall ecological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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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分析了西安秦岭体育特色小镇建设的资源优势，根据体育小镇建设的相关理论，

结合国内外体育特色小镇建设经验，提出了西安秦岭发展体育特色小镇的策略：1. 发挥资源

优势，精确定位，做好规划；2. 突出小镇特色，注重游客体验感受；3. 创新运作模式，推动

民间资本进入；4. 坚持保护优先，注重整体生态格局的营造。 

1．引言 

体育特色小镇是当地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以发展体育旅游业为导向，通过建设运动项目

基地、体育休闲设施、举办体育赛事等吸引游客形成可观赏和亲身参与各种体育活动的行为，

进而发展为观赏型体育旅游和参与性体育旅游，从而形成拥有完备体育产业链条以及较好生

态环境的宜居特色小镇。 

中国体育特色小镇建设才刚刚起步。2016年7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特色小城镇培育工作的通知》，到2020年争取培育1000个左右各具

特色、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镇。10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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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意见》，提出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等国家重大部署，以健身休闲重点运动项目和产业示范

基地等为依托，鼓励地方积极培育一批以健身休闲为特色的服务贸易示范区。同年，国家旅

游局与国家体育总局签署了《关于推进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的合作协议》等，旅游牵手体育拉

动地区经济发展成为必然趋势，“体育旅游”将开创全民健身的新时尚。相关政策的密集出

台，使得体育产业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体育产业是经济转型升级的推手，也是促进消

费的增长点。体育特色小镇是发展体育产业的重要载体之一，越来越多的地方表现出孵化新

体育特色小镇的意愿。从传统观赏型旅游向体验式旅游转变、将体育产业开发和新型城镇化

建设相互融合的体育小镇建设将迎来井喷式发展。 

2．国内外体育特色小镇的发展状况 

2.1  国外体育特色小镇的发展状况 

国外发展成熟的体育小镇不仅具有优越的人居环境，深厚的历史文化遗迹和特色鲜明的

城市风貌，而且很多还是著名大学、世界著名企业的总部所在地，集中了很多大城市也无法

比拟的资源优势。如全球体育用品公司总部所在地——德国赫尔佐根赫若拉赫，是三家全球

企业阿迪达斯、彪马、舍弗勒的总部，他们为当地经济带来 1.67 万个就业岗位（2011 年）。

作为全球体育用品商的阿迪达斯是城市区域里最大的公司，每年营业额为 145 亿欧元，在全

球共拥有 4.7 万名雇员；还有众多瑞士滑雪小镇如达沃斯，它不仅是世界经济论坛的举办地，

还是“欧洲最大的高山滑雪场”。达沃斯小镇位于瑞士东南部格里松斯地区，靠近奥地利边

境，是阿尔卑斯山系海拔最高的小镇。瑞士经典火车路线“冰河列车”在这里有必经的一站。

达沃斯是欧洲人心中的“人间天堂”，是欧洲大型的顶级滑雪胜地之一。在滑雪旺季，超过

70万游客来这里度假。 

2.2  中国体育特色小镇的发展现状 

中国体育小镇建设才刚刚起步。在特色小镇建设上走在全国前列的浙江省、江苏省等地，

健身休闲类的体育特色小镇已经在各地涌现。以浙江德清莫干山“裸心”体育小镇为例，目

前，在德清有体育产业企业70多家，均以体育健身休闲、场馆服务及体育用品的销售和制造

为主，2014年实现体育产业销售收入过百亿元，体育产业项目计划投资额达12.6亿元。浙江

省政府还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指出，将

建设环杭州湾、环舟山群岛、环太湖和环浙南等运动休闲发展带，培育创建一批体育特征突

出、产业基础较好、产业融合潜力较大的特色小镇。在2016江苏体育产业大会上，江苏省体

育局与首批8个体育健康特色小镇所在县（市、区）政府签署了共建协议，以省地共建模式在

全国率先启动体育健康特色小镇建设。 

3.  体育特色小镇的相关概念 

3.1  建设体育特色小镇的意义 

体育特色小镇建设具有独一无二的内涵:体育特色小镇是融合体育项目相关产业、当地文

化、旅游、社区功能的创新创业发展平台。“体育特色小镇”建设本质上是对特定空间内各

类生产要素、制度要素、文化要素的重新整合和高效利用，尤其在中国经济步入调整期、国

家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以及体育产业政策的情况下“体育小镇”以其对政府公共服务、体育产

业资本及社会元素的全新组合，激发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型驱动力，是“供给侧”有效

的改革手段。同时体育特色小镇建设理念与新时期都市人的生活方式不谋而合。随着大城市

中居民对不同生活方式的追求，郊区化和小城镇化不可阻挡，逃离城市拥堵、喧闹以及近几

年困扰大城市的城市雾霾是每个都市人心中的梦想。而生态环境优美的体育特色小镇建设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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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的“信息、环保、健康、体育旅游、时尚、和休闲”等产业，将吸引大量的都市人成为主

流消费人群，可以预见两者未来在实践上的互动、共享将是新常态。 

3.2  体育特色小镇的分类 

体育特色小镇的探索和开发，可以根据当地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整合尤其是与旅游业

的结合、就业人口及休闲化消费的聚集、城镇基础配套设施及服务为依据，其开发模式可分

为如下几类： 

赛事型体育特色小镇。结合地理区位场地特征或地方体育产业特色，打造以单项体育活

动项目为核心的产业集群或产业生态链的体育类特色小镇。此类型小镇对场地条件有特殊要

求，标准较高，但是可以通过单项体育活动打造影响力，经常性的承办大型赛事活动，有较

强的观赏性价值，同时赛后，利用场地发展相关的体育活动。 

休闲型体育特色小镇。依托距离较近的旅游景区，结合场地资源，以户外体育运动和体

验项目为主，打造体育产业全民化、多元化、娱乐体验式的发展路径，依托体育赛事及休闲

体验活动走体育产业与旅游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建设具有较强参与性的体育类休闲特色小镇。 

度假型体育小镇。依托较近自然环境独具特色旅游区优美的自然环境，打造的以高端度

假类体育活动（如高尔夫、滑雪、房车露营等）为主、体验性较强的体育产业，并结合旅游、

健康、养生发展成为体育度假旅游型特色小镇。 

产业型体育特色小镇。依托体育生产制造产业，发展新型智慧体育活动、休闲娱乐等体

验活动，延伸发展体育文化、体育博览进而形成体育产业上下游产业链，并与健康、旅游相

结合发展为体育产业型特色小镇。一般集中于新城区建设，实现智慧体育新区发展。 

4．西安秦岭体育特色小镇的发展策略 

秦岭是国际化大都市西安的后花园、是旅游避暑胜地之一，其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充沛，

高山湖泊、河流、草甸、湿地、森林、雪山等构成了秦岭的多层次、丰富多样的大地生态景

观，为游客提供了最为淳朴、自然、绿色的体育运动体验和参与方式，有别于都市健身的喧

嚣，这都得益于秦岭山区独一无二的自然资源。目前，西安秦岭地区的山地体育产业己初具

规模，如以秦岭山地越野挑战赛，秦岭山地自行车比赛为代表的体育竞赛表演业，以翠华山

高山滑雪、秦岭高尔夫球场为代表的体育场馆业已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与认可，2017年春

节期间就有1.3万名游客到秦岭翠华山滑雪场滑雪。但该地区提供体育服务与用品的企业仍处

于分散经营，空间集聚不合理；缺乏统一规划，各业态的组合分布没有规则；区域体育产业

资源整合不够，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造成如此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西安秦岭还未形成独立的

平台来聚合相关产业，不能突出秦岭山地体育产业的特色。西安秦岭体育特色小镇建设将全

面结合秦岭实际，以秦岭山地体育休闲产品为特色，以旅游景区为核心打造一条体育活动与

旅游的全产业链，开展以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市场运作为主导方式的秦岭体育休闲旅游创

新平台。 

4.1 发挥资源优势，精确定位，做好科学规划 

特色镇建设，规划是龙头、是先导，在小镇建设之初就要考虑“概念策划、空间规划、

项目计划和资金筹划”等“四划叠加”的综合性方案，并积极向国际流行的“多规融合”靠

拢，同时小镇建设要更多的考虑如何汇聚凝炼当地人文，更好的融体育旅游项目特色于小镇

规划中，这不仅影响其未来的营运和向周边辐射，更影响其小镇品牌的创建。可以在西安秦

岭地区先选择一处体育小镇进行建设，获得示范效应后再进行推广，如在秦岭翠华山下建设

度假型体育小镇。翠华山是国家地质公园，拥有碧山湖景区、天池景区和山崩石海景区，还

拥有陕西面积最大的高山滑雪场。翠华山下的太乙镇可以发展冰雪产业，并结合旅游、健康、

养生发展成为体育度假旅游型特色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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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突出小镇特色，注重游客体验感受 

对于以体育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体育小镇来说，体育特色就是吸引力、生命力和竞争力。

体育小镇的建设应根据秦岭独特的自然、文化优势，提炼出小镇的独有的体育特色。同时，

在体育小镇的建设中，围绕小镇的体育休闲特色，坚持继承与创新创意相结合，在对秦岭自

然景观、历史文物古迹、体育项目的特色文化深度挖掘和利用中，注重游客体验环境的建设，

营造游客休闲娱乐的轻松氛围，达到吸引游客的目的，延长游客的游览时间以及提高游客的

重游率。 

4.3 创新运作模式 

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加强政府引导和服务保障，在规划编制、基

础设施配套、资源要素保障、文化内涵挖掘传承、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更好的发挥作用。同

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凸显企业主体地位，以企业为主推进项目建

设。鼓励支持组建融资公司，着力推动民间资本进入，全面解决项目建设资金难题。 

4.4 坚持保护优先，注重整体生态格局的营造 

体育小镇的吸引力不仅来自体育休闲项目本身，其所在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

乡村生活风貌，更是游客来此健身的理由，这也是其发展的凭借和依托。在小镇开发中必须

坚持保护优先、可持续发展，保护体育小镇赖以生存的特色体育旅游资源及良好的生态环境。

众多体育旅游小镇都有着十分突出的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但自然生态往往是脆弱而难以恢复

的，如果无视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粗犷、无序地进行开发，将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冲击。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的提高，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已成共识，注重整体生态格局的营

造策略，强调科学地、适度地利用自然生态资源，采取主动的生态保护与建设措施，以“营

造”带动“保护”，积极打造适应地区生态循环和演替过程的生态格局，增强生态系统自身

稳定性，提高其生态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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