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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体育旅游逐渐受到广泛关注。而在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背景下,海南体育
旅游发展也迎来了机遇与挑战,本文通过对海南体育旅游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的分析,期望对海南
体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用建议。
[关键词] 国际旅游岛；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ainan Sports Tourism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Island
Yuxin Wang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C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ports tourism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isl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ports tourism in Hainan has ushered i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sports tourism in Hainan, this paper expects to
provide available suggestion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ports tourism in Ha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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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本文将体育旅游界定为人们利用

2016年12月22日,国家旅游局、国家体育总局共同印发《关

休闲时间参加或观赏体育运动的旅游活动。体育旅游是以体育

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部署体

旅游资源为基础的,主要包括体育赛事的观赏、体育场馆的参观

育旅游发展。2020年4月6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印发《海南省国

以及各种体育学术交流等等。

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发展规划(2020-2025)》。目前,海南正在全

2 特点

面建设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推动海南体育产业市场化、国际

(1)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专业度高。开展体育旅游活动通常
要求具备一定的运动技术和专门技术。游客应该对比赛的规则、

化发展。
随着海南省文体产业近年来蓬勃发展,特别在建设海南自

项目的特征、比赛方式、实力等有一定的认识。(2)具有明显的

贸港的大背景下,一批又一批全国性、国际性、专业性文体赛事

健身、休闲、疗养功能。(3)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大部分的旅游

活动相继举办,依托海南特色景区,开发特色体育旅游项目,助

都是很有时效性的,一旦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就会失去市场。就

力建设海南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

拿观看性体育旅游来说,人们来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看比赛,而

1 概念界定

他们的消费行为都是在比赛中进行的,所以要抓紧时机,做好赛

Hall(1922)将体育旅游界定为“为了参加或参观体育活动,

前宣传、促销等准备工作。(4)访问地比较固定,访问者目的地

离开日常生活范围的非商业性旅游”。与之相似,Gibson(1998)

明确。(5)安全系数低。体育旅游包含着大自然的挑战,自然条

认为体育旅游是休闲度假为基础的旅行,指个人暂时到外地参

件的可控性差。

与体育活动,观看体育比赛等等。谭白英(2002)认为体育旅游是

3 分类

以非盈利目的离开家庭所在地,以前往某一目的地参与或观摩

体育旅游按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分为不同类型,可以从体

相关体育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主体旅游。同样,闵健(2002)认为体

育旅游参与方式、时空特征以及体育活动场所这三个角度对体

育旅游是人们以参与或观看体育运动为目的,或以体育为主要

育旅游类型进行划分。

内容的一种旅游活动形式。
42

3.1按旅游者参与的目的可划分为参与、观赏、竞赛三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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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与型体育旅游主要包括休闲健身、技术竞赛、户外拓

毗邻港澳,与东南亚各国隔海相望,易于融入东南亚旅游圈。海

展等。(2)观赏型体育旅游主要包括观赏体育活动、体育场馆场

南交通便利,拥有美兰国际机场、凤凰国际机场、环岛高速公路

地、体育艺术景点等,如观看奥运会、亚世界杯、其他大型运动

等等。

会或大型体育赛事。(3)竞赛型体育旅游是指以参加某种体育竞

4.1.2气候适宜,环境优美。海南岛地处热带地区,历来被称

赛为主要目的的运动员、教练员以及与竞赛密切相关的人员,

为“天然温室”。海水干净,空气清新,风景优美,是进行各种运

为了参加某种体育竞赛,在当地逗留一段时间的旅游活动。

动的好去处。

3.2按体育旅游时空特征可划分为周期性、定点性、季节性
三大类型
(1)周期性体育旅游：游客在特定体育活动的吸引下,前往
其举办地进行旅游,这类体育活动在举办时间上往往存在一定

4.1.3民族文化优势。海南省有黎族、苗族等自治县,具有
浓郁的民族文化资源。少数民族具有丰富独特的民族文化,比赛
内容丰富多彩,文化底蕴深厚。独特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体育
旅游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的周期性,在举办地的选择上则具有不固定的特点,比如世界杯

4.2劣势分析

和奥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与之相应的体育旅游则具有周期性

4.2.1客源分布不平衡。海南的旅游业对传统客源的依赖性

特点。(2)定点型体育旅游：游客前往某个固定旅游地参加或观

很强,尤其是海外市场的推广和开拓不够,其客源以国内为主,

看某项特定体育活动。这类旅游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体育赛事旅

而海外游客则多集中在一些国家或区域,这种分布非常不均衡。

游,比如环法自行车赛,达喀尔拉力赛等。这类体育赛事不但在

4.2.2生态环境缺乏保护。海南的旅游发展离不开良好的资

时间上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而且在地点选择上也是相对固定的,

源和环境。虽然这里没有很多污染环境的污染物,比如化工企业,

其举办地基本不变,由此带来相应的旅游活动具有目的地固定

但是当地人对旅游的投入却很有限。他们不能通过发展旅游来

的特点。另一种是旅游者出于对某项体育运动及其相关的运动

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而是将生存的压力转移到周边的资源上。

场所的特殊喜好,不定期地前往某一固定旅游地或运动场所开

许多开发商为了眼前的利益,对生态环境进行了人为的破坏。

展特定体育运动,比如每年有大量韩国游客不定期地前往海南
三亚打高尔夫,这就是一种定点型体育旅游。(3)季节型体育旅
游：这类体育活动的开展受季节影响非常明显,其旅游活动的特
点是在空间上指向性不太明显,而在时间上则具有明显的集中
性,比如户外滑雪运动,基本上都是在冬季才能开展,并且游客
可以就近选择目的地。
3.3按体育旅游活动的场所,可将体育旅游划分为陆地项
目、草原项目、海滩项目、空中项目和冰雪项目
(1)陆地项目：包括山地项目、草原项目、沙漠项目、森林

4.2.3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相对
滞后,且数量不多,比如足球、网球等等。
4.2.4市场尚未成熟。体育旅游起步较晚,发展历史不长,
缺乏体育消费的氛围。海南人口较少,消费能力不足。
4.2.5缺乏体育旅游专业人才。当前海南的体育旅游管理人
才非常缺乏。大量专业人才是发展高端赛事的依托。目前,海南
体育旅游产业发展面临着制约因素,部分工作人员的素质参差
不齐。
4.3机遇分析

项目。山地项目主要是依托山地资源开展体育旅游活动,这种类

4.3.1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大

型的体育旅游者喜好的项目一般为登山、攀岩、越野、狩猎、

的产业结构调整阶段,中央多次强调要发展第三产业,而海南的

高山速降、高山探险、秘境探险。山地体育旅游一年四季都可

第三产业就是旅游业,所以政府对旅游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发

开展活动,选择范围也很广。(2)草原项目：一般包括骑马、滑

展绿色工业经济,降低污染,降低能源消耗,已成为海南省旅游

草、摔跤等活动。沙漠项目包括滑沙、骑骆驼旅游、沙漠探险

行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旅游等。森林项目包括森林探险等项目。(3)水上项目：包括陆

4.3.2国家和各级政府的重视。《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

地水域和海上项目,主要是依托水体资源开展体育旅游活动,这

旅游岛建设发81展的若干意见》,通过对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和

种类型的体育旅游者多在夏季或温热带地区进行活动,主要有

海南的科学化发展,提出了建设目标、任务和主要措施。海南国

冲浪、滑水、潜水、帆船、漂流、溯溪、钓鱼等。海滩项目是

际旅游岛的建成,促进了海南岛与世界接轨,促进了我国体育旅

利用陆地和大海之间的海滩开展活动,包括冲浪、潜水、游泳、

游的发展。

帆船、海底探险等活动。(4)空中项目：主要包括滑翔伞、热气

2018年4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

球等,危险性大,对器材要求高,参加此类项目的旅游者一般具

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提出,海南要逐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有较高的经济收入。(5)冰雪项目：以北方冬季的冰雪或人工冰

自由贸易港,形成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进而推动海南成为

雪场地为依托,开展体育旅游活动,包括滑雪、溜冰、冰帆、雪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标杆,这为海南的发展带来了巨

橇等。

大的历史机遇。一系列的优惠便利政策,都将不断丰富海南旅游

4 国际旅游岛海南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分析

的内容,为海南体育旅游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2020年4月6

4.1优势分析

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印发《海南省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发展规划

4.1.1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海南省位于东南亚的地理中心,

(2020-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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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2018年4月14日,《中共中央

5.5加强品牌建设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提出,海南

海南少数民族文化丰厚,可以加强与传统特色的联系,建设

要逐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形成更高层次的对

独具特色的旅游项目。要不断提高旅游项目的文化创新,提高旅

外开放格局,进而推动海南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

游商品的创新能力,把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与现代旅游结合起来,

标杆,这为海南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机遇。一系列的优惠便

通过举办主题文化活动、特色文化小镇等活动,开发特色性文化

利政策,都将不断丰富海南旅游的内容,为海南体育旅游的发展

产品,更好地利用文化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打造海南旅游岛的

注入了新的活力。

体育旅游特色线路。

4.4威胁分析

6 总结

4.4.1竞争激烈。海南省体育旅游的发展面临着来自其他国

海南省的体育旅游是一个存在巨大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

家和省份的激烈竞争,如东南亚地区泰国,泰国的气候和海洋资

海南体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对海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

源与海南省高度相似,福建、广东等发达的城市也具备良好的旅

意义。海南在建设“国际旅游岛”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严峻的考

游管理体制,这些国家和省份已经成为海南省旅游行业的重要

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以培养旅游人才为保障,同时兼

竞争对手,对海南旅游市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顾海南旅游产业链的经济和生态环境,形成特色,增强核心竞争

4.4.2项目缺乏特色。当前海南的体育旅游资源、产品层次
还较低,多样性较低,产品单一。在功能、市场上的分工不清晰、

力,推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在充分发挥海南体育旅游的独特优
势的基础上,拉动海南经济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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