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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消费是推动新时代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探索区域异质性视域下体育消费

发展的现实路径对促进体育消费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定性分析与逻辑演绎方法，以区域异
质性的理论视域为逻辑原点，在明晰区域异质性视域下体育消费内涵及特征的基础上，剖析体育消费发
展现状，通过分析动力要素及要素间相互作用机制，提出促进区域异质性视域下体育消费发展的现实路
径。研究认为，政策调控与引导、网络数字技术革新、体育消费供给提质扩容、体育消费率提升是促进区
域异质性体育消费发展的主要动力要素，各要素间通过相互作用机制与循环作用机制共同实现体育消
费的高质量发展。在此基础上，依据区域异质性体育消费的现实形态，从体育消费政府路径、科技路径、
供给路径、人口路径等 4 个层面提出健全体育消费政策，强化体育消费保障；创新体育“新基建”，拓宽体
育消费数字化模式等现实发展路径，以期适应区域异质性体育消费的发展规律，实现我国体育产业高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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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发展的

兴消费模式发展不均衡，且城乡体育消费能力存在

战略目标背景下，创新体育消费引导机制，成为体育

差距，未能有效通过体育消费盘活体育消费市场，造

消费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一项学术议题。体育消

成我国体育消费市场异质性［5］。③体育消费结构异

费是实现体育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关键途径。如何

质性。我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人均收

激发体育消费潜力、转变体育产业发展方式、建立体

入不均衡等问题，造成了地区的体育消费结构异质

育消费新发展格局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学

性。体育消费结构异质性主要包括我国实物型体育

者就当下体育低消费率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认为

消费、观赏型体育消费、服务型体育消费等存在差

体育消费率滞后问题直接影响体育产业高质量发

异，降低了区域体育消费黏性［6］，影响体育产业高质

展［1］。由于我国地域空间、消费需求、区域经济发展

量发展。基于此，本研究以区域异质性理论为逻辑

［2-3］

水平及城镇化发展水平等均存在不同程度差距

，

原点，通过分析区域异质性视域下体育消费发展问

导致体育消费发展存在较大的区域异质性。①体育

题，明确区域异质性视域下体育消费的内涵与特征，

消费环境异质性。我国各地区体育消费政策落实不

分析微观视域下体育消费发展现状，探索体育消费

一、体育消费结构不均衡、体育消费文化差异等问题

发展的动力要素及驱动机制，最终立足体育消费的

导致体育消费环境存在异质性，使体育消费需求与
供给不均衡，消费内容分配与收支较少，居民体育消
费率较低，体育消费总量不足，间接影响我国体育产
业各环节的发展［4］。②体育消费市场异质性。我国
各地区线上、线下零售体育消费与互联网数字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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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异质性实际状况，提出区域异质性视域下体育

费不仅受到政治、经济、环境等外生性异质因素的影

消费发展的现实路径，为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响，也受到产业内部和消费者个人行为内生性异质

提供相关理论支持。

因素的影响。由此，研究认为运用区域异质性理论
可以洞察不同区域体育消费发展形态，并有效解决

1

区域异质性视域下体育消费的内涵与特征分析

1.1

诸多体育消费问题。

区域异质性视域下体育消费的内涵

1.2

区域异质性视域下体育消费的特征

广义的体育消费是指消费者在购买、选择及使

剖析区域异质性体育消费的特征不仅有助于丰

用体育消费产品和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社会

富相关理论内涵，还能为体育消费发展提供理论依

关系总和；狭义的体育消费是指消费者购买和使用

据，有助于明晰区域体育消费发展形态。基于此，在

［7］

体育用品和体育服务的过程 。消费形态、消费理

梳理与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认为区域异质

念、消费质量等作为消费发展的重要表征，驱动我国

性的体育消费主要具备以下特征。①需求主导性。

消费经济不断朝向基础化、多元化、微观化方向发

需求主导性是指因各地区居民的体育需求不同，导

［8］

展 。而在我国消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过程中，由

致各地区呈现出不同的体育消费发展样态。这种需

于各地区资源要素与经济发展重心的差异，导致各

求主导的异质性受地区消费环境、居民消费水平、体

地区消费经济环境呈现出较大差异，由此表现出明

育消费观念等因素影响。相关学者选取我国 4 大经

显的区域异质性。基于此，本研究认为体育消费往

济区与 16 个城市调研的截面数据，发现中部、西部、

往会受到区域消费经济和个体消费差异的影响，表

东北、东部地区居民体育需求的不同形成了不同体

现出异质性的消费形态。

育消费发展样态，且城乡居民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体

区域异质性最早源于马歇尔和熊彼得在人力资

育消费需求差异情况［12］。②区域发展差异性。区

源研究领域中的相关探索。伴随地区经济发展，不

域发展差异性是指我国地域辽阔，经纬度横跨较大，

同产业的区域异质性问题逐渐凸显，并得到相关学

导致我国南北、东西体育消费普遍存在差异，各地区

者的普遍重视，其主要反映的是不同产业、行业或相

之间体育消费发展不平衡。具体表现为东北地区的

关领域的差异化问题，并通过差异描述区域间的异

体育消费更多集中于冰雪项目；华南地区的体育消

质性问题。相关研究认为服务业的发展因资本、劳

费则更倾向于水上体育休闲消费。另外，中部地区

动力、能源要素投入、资源配置效率及区域服务业经

居民参与型消费收入弹性较大，而东部地区居民各

［9］

济运行特征相异而表现出异质性 。另外，各区域

类消费收入弹性相对均衡［13］。③内容多样化。内

间体育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与供给等问题各不相同，

容多样化是指体育消费发展过程中内容要素存在多

且各地区间居民运动爱好及消费偏好存在一定差

样性，且涉及各个层面［14］。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人

异，从而在整体与局部、城市与农村之间产生区域异

民消费观念的转变促进服务业转型发展，体育运动

［10］

质性发展特征

。后续研究中，区域异质性是指体

发展结合时代特色，为迎合消费需求，形成了内容多

育产业不同区域形态中产业组成内容、优势特点等

样化与服务细致化的体育消费。④要素关联性。要

方面存在差异，且认为引起区域异质性的原因除经

素关联性是指体育消费发展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关

济质量、金融环境、市场条件等外部因素外，也受到

联性。如西北地区冰雪经济的发展无法脱离地理条

［11］

体育产业发展内部因素的影响

。综合上述文献

件、环境因素、交通因素、产业因素等要素内容，且各

发现，产业区域异质性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在

要素间的关联性形成了一个整体。区域体育消费由

体育产业领域中，区域异质性也受到自身内部因素

于各要素间的关联性不同，导致区域间体育消费存

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结合区域异质性理论，认为区

在较大差异。

域异质性视域下体育消费主要是由于区域经济发展

体育消费发展的需求主导性、发展差异性、内容

水平及地区人文环境差异所导致的不同区域体育消

多样化和要素关联性等特征，对区域体育消费产生

费差异，具体包括体育消费环境、体育消费市场、体

不同程度影响。因此，需根据各区域的不同发展现

育消费结构等核心要素。同时，区域异质性体育消

状，结合不同地区特色，因地制宜发展区域体育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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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积极协同各区域经济发展的要素资源，推进我国

的政治、经济、产业、文化、消费等最为集中的地区，

体育消费的可持续发展［15］。

西南地区凭借重庆和四川两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
与体育产业资源，体育消费市场总量也处于较高水

2

区域异质性视域下体育消费发展的现状分析

平。因而，无论是区域发展的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体育消费的区域异质性特

面，均体现出区域发展的异质性。此外，根据我国区

征逐渐显现。根据我国区域体育产业总规模占比情

域特色经济学的观点，区域异质性体育消费符合人

况可知，我国体育消费总量市场占比较高的地区为

类经济活动在特定区域空间上的发展与协调规律，

华南（32%）地区，其次为华东（15%）、华中（15%）、华

即不同区域在空间上的经济活动表现为不同的区域

北（14%）、西南（13%）地区，相比较而言，西北（5%）、

经济，且不同空间的区域往往拥有各自的核心区或

东北（6%）地区体育消费市场总量较低，仅占体育消

特定的功能取向［17］。我国部分省份 2015 — 2019 年

费市场总量的 11%［16］。究其因，华南位于中国南部，

的体育产业总规模数据（表 1）更为直观具体地呈现

毗邻东南亚，地理位置较好，市场开放程度较高，经

我国不同区域体育产业发展的趋势变化。

济发展处于较高水平，华中、华东、华北地区是我国
Tab.1

表 1 2015 —2019 年部分省份体育产业总规模（单位 / 亿元）
The total scale of the sports industry in some provinces from 2015 to 2019

年份

山东省

湖南省

浙江省

上海市

重庆市

2015

1 980.79

493.30

2016

2 292.18

763.53

1 507.83

910.13

262.78

1 683.00

1 045.87

309.15

2017

2 348.01

863.74

1 842.73

1 266.93

362.59

2018

2 466.55

967.43

2 303.63

1 496.11

423.99

2019

-

1 066.89

2 615.00

1 780.88

504.72

我国省际体育产业总规模总体呈现逐年增加的

费向舒适消费、健康消费转变，且体育公共资源惠民

态势，且不同省份产业增加值有所不同（表 1）。横

服务、体育赛事合作互推、智慧场馆共建共享、体育

向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如山东、浙江、上

产业联动等也极大激发了成渝地区体育消费活力。

海等地其体育产业总规模发展速度相对较快，而经

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东北地区而言，由于

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地区如湖南、重庆等地其体育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体育消费结构转型缓慢，其

产业总规模发展速度则较为缓慢。纵向而言，各省

体育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体育消费水平也明显滞后。

份体育产业总规模均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且增

因此，伴随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体育消费发展水平

加值比重变化相对明显，如浙江省体育产业总规模

也逐步提高，促使体育消费依托区域经济发展，与区

从 2015 年的 1 507.83 亿元增至 2019 年的 2 615.00 亿

域消费水平相契合。

元，呈现出快速增长特征。我国体育消费呈现出东

2.2

体育消费结构不断优化，供需互动仍需加强

部地区及东南地区较高，而西部地区较低的区域异

我国消费结构的整体改善与全面升级为区域

质性特点，表现为体育产业总规模与省市经济发展

体育消费结构优化创造了良好条件。2020 年，我国

水平相一致，即体育消费与区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人均 GDP 超过 1.1 万美元，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1

21 210 元［18］，说明我国居民基本具备升级到更高消

体育消费依托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消费水平

费层次的基础，会更加注重享受型和娱乐型体育消

相契合
我国体育消费发展较好的区域主要聚集在东

费。如江苏省全民健身运动的逐渐兴起带动了体育

部、南部、西南部较为发达的城市。对于经济发展相

消费的热情不断高涨，徒步、路跑及马拉松、羽毛球、

对落后的地区而言，其体育消费水平偏低。如成渝

棋牌、跳绳等是江苏省城乡居民参与最为积极的体

地区是我国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发展潜力

育运动项目；云南省高原体育锻炼、体育旅游和冰

较大的城镇化区域，在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

雪体育是其区域体育产业发展的特色项目，有效带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从物质消费、必需品消费、生存消

动了该省体育消费［19］。此外，我国部分地区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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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消费供需互动不足的局面。一方面，对精神、生

育服务业为依托的体育产业结构体系，成为体育用

理层面的需求大于物质需求，部分地区体育服务业

品消费的龙头省份。

有效供给不足，体育用品业无效供给过多；另一方
面，参与体育活动受到家庭经济水平和体育消费观

3

区域异质性视域下体育消费发展的动力分析

念的限制，广大农村地区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尚未

探究区域异质性视域下体育消费发展的动力要

被激发。可见，区域体育消费结构不断优化，但供需

素是明晰影响体育消费内容要素的重要一环，有助

互动仍需加强也是当前我国区域异质性的体育消费

于进一步发现体育消费发展的动力机制，提出区域

发展现状之一。

异质性视域下体育消费发展的现实路径，从而增强

2.3

社会经济发展活力、推动体育产业稳步迈进。

体育消费异质性需求持续深入，体育消费能力

3.1

有待进一步激发

区域异质性视域下体育消费发展的动力要素

当前，我国不同区域的体育消费呈现较为明显

分析

的异质性，且体育消费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即在一定

3.1.1

体育消费政策调控与引导

时期内体育消费支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

现阶段中国体育消费的增长模式具有高质量发

低。就横向数据而言，目前我国同欧美、日韩等国

展特征，体育消费政策的调控引导为我国体育消费

的消费比率相差有一定距离［20-21］。相关数据显示，

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25］。由部分地区调控与

2019 年，体育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引导体育消费的政策文件可知（表 2），诸多地方政

［22］

1.1%

，相比发达国家 2% 至 3% 的占比仍有较大差

府通过顶层设计与地方发展实际相结合，提出地方

距，表明来自于居民直接消费形成的产值有限，亟需

性体育消费发展的重点任务。具体表现为：北京市

提升体育消费率。相关研究也证明我国城镇居民的

通过提升体育消费信息化水平，鼓励运用现代技术

［23］

，虽然城市化发

引领消费；上海市则依托与国际密切交流，培育全

展带动体育消费市场繁荣，体育消费需求增加，但异

球体育旅游消费，与国际体育消费接轨；山西省丰

质性需求持续深入，体育消费发展水平有待通过体

富体育消费供给，推广适合当地居民的运动项目，并

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刺激。

扩大体育消费人口规模，从基础出发培育体育消费；

2.4

体育消费围绕区域体育异质性而发展

山东省则设立体育产业引导资金与发放消费券刺激

我国区域体育消费呈现出围绕地区体育产业

体育消费；吉林省拓展体育消费新空间，创新体育

而发展的局面。如广东省的城市居民酷爱羽毛球

消费新产品，扩大体育消费群体。另外，中国具有典

运动，围绕羽毛球的相关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世界

型的“央地分权制度”，即中央政府负责顶层设计，

羽联巡回赛等相关国际比赛项目纷纷落地广东，使

制定并规划战略性产业政策，地方政府则需基于本

广东省成为我国羽毛球项目发展的领头省份。另

地资源禀赋、产业发展特色规划地区经济发展，地方

外，在体育赛事消费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

对顶层政策协同程度越高，越有助于地方经济发展。

性特征，东部体育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赛事举办数

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国务院 46 号文提出大力

量与规模多于西部地区。《2019 中国马拉松大数据

发展体育产业后，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创历

分析报告》显示，2019 年，我国境内共举办规模赛事

史新高，体育消费政策引领和促进体育消费的重要

1 828 场，其中，浙江省以举办了 232 场的赛事数量

作用愈发突出，2015 — 2018 年，体育消费市场的效

继续位列第一，江苏省和北京市分别以举办 185 场

益呈现显著提升［26］。由此表明，地方政府从体育消

赛事和 117 场赛事位列二、三位，且江苏、浙江两省

费区域异质性的现实情况出发，通过政策调控与引

认证赛事数量依然处于较高水平，无论是办赛质量

领地方体育消费，有效推动地方体育消费的高质量

还是参赛规模都远高于宁夏、青海、西藏等中西部地

发展。

体育消费需求结构存在显著差异

［24］

区

。此外，一系列与体育消费相关的互补性市场

3.1.2

网络数字技术革新

在依托地区体育产业发展项目的基础上得到快速发

随着互联网、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

展。如福建省形成了以体育用品制造业为基础，体

的兴起，以及智慧建设、新材料、新工艺、可穿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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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2

表 2 体育消费相关政策文件摘要
Summary of relevant policy documents on sports consumption

文件名称

内容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
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

深入推动体育消费与信息消费融合，加快推进体育产品和服务生产、传播、消费的数字
化、网络化进程，拓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体育消费新空间。推动互联网金融与体育产业融
合发展，鼓励体育类电子商务平台发挥技术、信息、资金优势，为体育消费提供优质服务。

《上海市体育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16 — 2020
年）》

依托国际门户城市和重要旅游目的地的优势，培育全球体育旅游消费中心。运用国际赛
事、体育会展、体育文化、体育旅游等领域的综合联动，鼓励与周边国家（地区）联合开发
国际体育旅游线路，带动体育与文化娱乐、旅游等相关消费。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
闲产业的实施意见》

大力推广适合公众参与的运动项目，积极引导具有消费引领性的新兴项目发展。积极推
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扩大健身消费人口规模。

《山 东 省 体 育 局 进 一 步 促 进 体 育 消 费 十 项
措施》

各市要积极设立体育产业引导资金、体育消费券等专项资金，引导激励市场主体让利发
放消费券，发挥好杠杆作用，撬动和促进居民体育消费，提振体育消费市场。

吉林省《关于加快建设体育强省的实施意见》

制定体育消费促进计划，拓展体育健身、体育观摩、体育培训、体育旅游等消费新空间，创
新体育消费支付新产品，建立及时、高效的消费需求反馈机制，提高体验消费品质，探索
医疗保障与健康体育衔接融合。

的广泛应用，体育消费与网络数字技术逐渐融合，催

水平；此外，我国先后在重庆、安徽、上海、江苏等 14

生了体育产业消费新业态，成为驱动体育消费发展

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网络数字化技术发达、体

［27］

，促进体育产业技术与体育消费相互

育消费人群密集的省市建设了 80 余座智慧体育公

变革（图 1）。部分地区依托区域网络数字技术先进

园，构建体育服务综合体，打造面向全民健身与公共

优势，优化区域体育产业发展环境，创新区域体育产

体育服务的体育消费基地，助力全民健身及体育消

业发展模式，建立具有区域发展特色的体育消费产

费服务的智慧化发展，以提升服务型体育消费对需

品与服务供给样态，形成了具有区域异质性的体育

求的满足能力。显然，区域异质性体育消费发展实

消费发展格局。如安徽省依托华米科技、波动体育

际上需有效根据区域网络数字技术发展条件，大力

等多家核心企业，打造集智慧体育研发、体育制造、

推动网络数字技术与体育产业融合，培育并壮大具

赛事运营等于一体的“体医融合”标准示范区、体育

有区域特色的体育产业新业态，扩大体育消费规模，

产业发展样板区，通过提升体育消费供给产品与服

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体育消费需求，推动区域异质

务质量，推动体育消费需求升级，提升区域体育消费

性体育消费发展。

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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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体育产业的业态转换
Conversion of sports industry format

事举办、体育场地、体育旅游供给内容（表 3），来分

体育消费供给提质扩容

体育消费供给提质扩容是顺应体育消费升级，
加快完善促进体育消费机制，改善消费环境，推动体

析体育消费供给提质扩容促进我国体育消费发展的
现实情况。

［28］

育消费发展的基础动力

ξ䃎ツȠ㮇᠌ڙᐼ
๔ᢛ

。研究以近年来体育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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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多样化体育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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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3

表 3 体育消费供给内容摘要
Summary of Sports Consumption and Supply Content

项目

内容

来源

体育场馆

全国体育场地中，东部地区体育场地 71.10 万个，占 43.29%；场地面积 9.38
亿 m2，占 48.13%。中部地区体育场地 40.39 万个，占 24.59%；场地面积 4.18
亿 m2，占 21.43%。
2018 年我国滑雪场馆数量 742 家，其中，黑龙江、新疆、山东、河北、山西等北
方与西北方达到 78%。

体育赛事

2019 年全年马拉松赛事数量持续增长，全国共举办 1 828 场赛事。浙江 232
场，江苏 185 场，北京 117 场，宁夏 6 场，天津 5 场等。

中国田径协会发布《2019中国马拉松年度报告》
——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官方网站

体育旅游

2020 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推介工作得到大力支持，共收到来自全国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推介的 832 个项目，其中，景区 270 项、线路 158
项、赛事 327 项、体育旅游目的地 77 项。

2020 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发布
—— 中国体育博物馆

成为体育消费的趋势。为发挥体育消费对体育产业

3.1.4

结构转型升级的引领作用，体育消费的供给需要提

2018 年中国滑雪场馆发展情况
—— 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消费率提升

消费率通常是指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支出总额

质扩容，以适应消费需求多样化的增长趋势。当前，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其能够反映消费水平、消费

我国部分省份或地区的体育消费供给呈现明显的区

需求、消费能力等经济要素［30］。在明晰消费率的基

域异质性特征，主要表现为根据消费经济发展状况，

础上，研究认为体育消费率是表示一定时期内体育

培育区域性体育消费核心区，开展适合本地区体育

消费支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区域异质

产业发展的体育消费供给。如成渝地区依托长江经

性条件下，体育消费率可有效反映人们在体育消费

济带与西部大开发国家发展战略支点以及人口稠密

中承担的角色，明确区域体育消费发展状况，判断体

地区的优势，体育休闲消费及体育旅游消费等多样

育消费发展方向与趋势。

化的体育消费需求被激活，区域体育消费潜力得以

近十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与全球相比虽落后于发

释放，丰富的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也推动了观赏型体

达国家，但随着人民消费需求增加，消费率保持稳步

育消费、服务型体育消费发展，逐步构建出具有区域

上升状态，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 1956 年的 88.2 元提

［29］

。另外，就我国体育消费

高至 2020 年的 21 210 元［31-32］。我国体育消费率的

供给内容而言，首先，我国体育场地供给呈现区域异

情况虽未涉及，但体育消费属于居民消费的重要部

质性，冰雪场地主要集中在我国北部及西北地区，其

分，因而根据我国居民消费率分析体育消费率具备

他类型体育场地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与之

现实依据。在区域异质性视域下，体育消费率能够

相对应，北部和西北地区的冰雪经济发展较好，而东

反映我国不同区域的体育消费支出总额，从侧面进

部地区体育产业发展较好，体育消费能力较强。其

一步体现该区域的体育消费需求与体育消费能力情

次，体育赛事数量规模异质性。以马拉松为例，我国

况［33］；同时，体育消费率会加速地区体育产业结构

马拉松举办次数较多的地区多集中在浙江、江苏、北

变革，促进体育消费需求与供给有效匹配，推动区域

京等地，呈现出东部沿海地区明显多于中西部地区

异质性体育消费发展。具体而言，体育消费率较高

的异质性特点。最后，体育旅游消费异质性。近年

的地区会加快体育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引导体育产

来我国部分地区依托区域旅游资源优势，构建区域

业结构进行调整，创新体育消费产品与服务供给，培

特色体育旅游，发展区域体育消费。就全国范围而

育新型体育消费发展新业态，以适应体育消费市场

言，我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

需求变化趋势，不断满足人们的体育消费需求；体

山东等地区。显然，我国体育消费依据区域地理位

育消费率较低的地区则会通过制定政府政策，优化

置、体育产业资源、人口经济等优势提质扩容，逐渐

体育产业消费供给结构，丰富体育消费产品供给，发

构筑具有区域发展优势的体育消费中心，增强地区

挥供给引导消费的作用，刺激地区体育消费需求，激

体育消费供给，实现区域体育消费发展。

发体育消费市场活力。《2019 互联网体育消费新趋

性的体育消费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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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显示，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在体育消费

3.2

总量上依然保持领先，成都、杭州、重庆等新一线城

分析

区域异质性视域下体育消费发展的驱动机制

市体育消费总量也呈现迅速增长，新一线城市与二

在明晰区域异质性体育消费动力要素的基础

线城市的体育消费总量增加明显，分别增长 71% 与

上，纵深探究体育消费政策、网络数字技术、体育消

79%，以适应消费不断升级的趋势；体育消费总量较

费供给、体育消费率各内容要素间的作用关系，以揭

低的东北三省、山西、新疆、甘肃、云南等地，则会出

示区域异质性体育消费发展的驱动路径（图 2）。根

台政府体育消费促进政策，扩大体育消费供给，刺激

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生产、分配、交

体育消费需求，达到提升体育消费率的目的。不难

换、消费各环节要素彼此之间呈现出循环发展样态，

看出，体育消费率是区域异质性体育消费发展过程

并结合当前经济发展呈现出的双循环格局，研究认

中的重要反映指标，对引导区域体育消费发展异质

为体育消费各动力要素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推动

性地区加快体育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体育消费产业

体育消费各内容要素更新升级，扩大体育消费［34］，

结构，提升体育消费水平，扩大体育消费需求具有重

驱动循环系统整体有序发展。

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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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区域异质性视域下体育消费的驱动机制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sports consum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场前景广阔，全国各地区应依据当地体育消费发展

动力要素相互驱动机制

区域异质性的体育消费动力要素相互驱动机制

状况及地区发展特色，积极探索并制定相应的体育

能充分发挥对体育消费增长的合力作用，加速体育

消费惠民政策，以期达到鼓励现代化技术应用、推动

消费更新升级。

体育数字经济、消费供给高质量发展的预期目标，进

第一，异质性的体育消费政策是引领体育消费

一步驱动区域体育消费发展。同时，各组织部门积

发展的助推器，健全的体育消费政策体系为区域体

极落实体育消费政策，获取体育消费效益，驱动体育

育消费市场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我国体育消费市

消费政策得到反馈更新，更好地服务于体育消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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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第二，适应不同区域的网络数字经济技术通过

作用，完善体育消费政策体系，统筹推进体育经济发

融入不同体育产业用品制造、体育消费供给途径等

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信息交流，促进

多环节，促进体育消费内容多元化与供给方式智能

区域异质性体育消费发展。

［35］

化结合

；体育消费供给质量与效率的提升则进一

第一，通过完善收入分配体系建立区域体育消

步加速体育产业融合进程，推动全新业态的发展。

费的前提条件。各区域政府应遵循区域经济特点及

体育产业融合得益于消费者消费需求的日益升级，

体育资源特点制定合理的政策，提升公共体育服务

同时，其发展样态在有效满足消费者消费需求，激发

的供给水平，减少体育服务性收费项目，宏观调控体

消费者活力方面发挥指引价值，促进体育消费供需

育用品的价格，保证体育消费者拥有稳定、可靠的收

互动，从而推动体育消费率多维提升。与此同时，体

入，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居民参与体育消费，鼓励可持

育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化发展，有效驱动着体育消

续性体育消费，提升体育消费黏性。第二，结合区域

费供给形态的创新发展。体育消费供给依托于消费

体育项目设立体育消费发展立足点。区域政府应根

需求的变化，适时调整并实现创新发展，从而达到满

植于地区特色体育项目，以地区性体育项目为立足

足消费者需求，有效带动体育产业整体升级发展的

点，牢固体育消费发展根基。如长三角地区竞技类

多元目标。

项目消费水平较高，政府部门可以竞技类项目为体

3.2.2

育消费发展的立足点，与本地的俱乐部联合举办竞

动力要素循环驱动机制

经济循环这一重要论断早已得到了学界的广泛

技运动赛事，吸引群众参与，提高体育消费需求，并

认同，即认为经济环节各内容要素如生产、劳动、分

通过发放体育俱乐部体验券及代金券，鼓励消费者

［36］

工等环节之间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彼此联结

。同

参与竞技运动，带动区域体育消费。第三，建立各级

时，内外循环样态将共同推进着经济发展。体育消

政府间长效链接机制，形成体育产业消费政策落实

费政策、网络数字技术、体育消费供给、体育消费率

反馈机制。建立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政府联动

等 4 个动力要素间同样存在循环机制，这一机制能

机制，明确各级政府政策职能及落实方案，加强下级

有效提升不同区域体育消费样态的经济及规模效

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反馈，保障各项体育消费政策的

益。具体而言，不同区域所颁布的体育消费政策为

落实。同时，基层政府应关注区域异质性特征，充分

体育消费提供坚实的政策指引。在系列政策指引

挖掘本地区体育特色及优势，根据地区特色因地制

下，激发体育消费市场结构的升级发展。通过积极

宜落实相关体育政策，实现体育产业政策的逐级对

探寻创新发展结构及模式，实现与网络技术的产业

接与落地。

要素融合，加快体育消费数字化发展，增强区域体育

4.2

产业发展竞争力。此外，智能化的体育产业消费形

体育消费数字化模式

体育消费科技路径：创新体育“新基建”，拓宽

态能有效驱动体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其供给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出众多新兴体育产

质量与水平，促进多元化、智能化的体育消费供给渠

业，区域体育消费可在结合区域发展特色的基础上

道形成，最终形成良性体育供给引导体育消费的发

积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区

展格局。与此同时，面对日益提升的体育消费率，政

域体育消费“新基建”，拓宽区域体育消费模式及渠

府相关部门则会反复根据体育消费发展实际状况制

道，激发区域体育消费需求潜力，推动数字经济成为

定全新消费政策，促进体育消费样态的新一轮循环

区域体育消费发展的重要动力引擎。

发展。

第一，各地区应以科学技术为抓手，建立符合本
地区发展的体育产业科技研发中心，创新体育消费

4
4.1

区域异质性视域下体育消费发展的现实路径

产品生产环节等新技术，优化区域体育消费产品生

体育消费政府路径：健全体育消费政策，强化

产结构。积极将大数据、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科学
技术融入到区域经济、生产经营等诸多环节，提升区

体育消费保障
统筹推进是新时代政府关注的焦点，在保障体

域体育消费产品供给效率及水平，实现区域体育消

育消费动力输出方面，政府应积极发挥其调控职能

费的优势发展。第二，合理利用区域优势，利用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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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网络及新媒体，开创区域体育消费发展新模式，通

体育消费产品供给网络，提高体育消费供给水平。

过电子商务、微商等互联网营销，联结区域体育发展

第四，各区域体育消费类型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地区

特色，建立智慧化产品或服务供给模式，不断拓展区

的体育企业、体育品牌等体育消费市场主体应立足

域体育消费线上业务，扩大体育消费便利性，满足区

于本地区体育消费发展现实状况，通过开展市场调

域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体育消费需求，推动区域异

研，及时掌握地区体育消费变化趋势，紧抓体育消费

质性体育消费的进一步发展。第三，根据区域异质

市场发展重心及主流方向，在吸收广大消费者消费

性条件将科学技术应用到体育场馆、体育赛事、体育

意见、产品口碑的基础上，实现区域资源的最大化利

旅游消费中，政府可推行体育消费数字经济的区域

用，不断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特色体育运动项目。

差异化战略，突出优势地区数字化消费经济转型，打

4.4

造一大批具有示范功能及价值的智慧化场馆，开创

体育消费率

体育消费人口路径：扩大消费人口基数，稳升

智慧体育发展项目，提高区域体育消费的经营效率

扩充体育消费人口是促进体育消费率提高的关

以及增强参与体育消费的便捷性，提升体育消费体

键，通过体育参与形成一定运动涉入，让更多的人参

验。第四，有效结合区域体育文化资源、发展水平，

与体育消费。因而扩充体育消费人口，稳定区域消

利用科学技术，提供网络化、差异化、个性化、精准化

费成为进一步发展区域体育消费的有效举措。

体育供给服务，建立多通道的体育消费模式与消费

第一，国家体育总局颁布《促进体育消费十点

渠道，丰富体育消费市场化供给，不断满足区域体育

工作实施方案》通过发放体育消费券来扩大体育消

消费发展需求。

费，在 2020 年借此措施拉动体育消费近百亿元，实

4.3

现了体育消费政策的引领作用。消费券是属于灵活

体育消费供给路径：完善区域体育消费基础，

的促销手段，在不同区域，通过对消费券赋予适合地

增强体育消费供给
根据区域发展状况，建设区域体育消费设施，完

区实际情况的功能，吸引体育消费者参与到消费中，

善区域体育消费基础，创新消费空间与消费领域，优

挖掘地区体育消费潜力，充分激发其体育消费活力。

化体育消费产品流通体系，增强体育消费产品与服

政府应加大体育消费券发放拓宽消费人口，提升政

务的供给数量与质量，有效推进区域体育消费发展。

府与市场的亲和度。第二，在刺激地区消费潜力后，

第一，继续扩大发展水平较高的一线、
二线城市

构建长期动力与短期动力相结合的发展机制，在体

体育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开发都市核心体育消费商

育消费人口实现量的提升后，政府和市场需进行统

圈，扩大区域体育消费市场规模，激发体育消费市场

一调控，增强社会保障，强化消费信心，稳固体育消

活力，充分发挥城市体育消费供给的推动力，构建体

费人口。第三，在扩大体育消费规模的同时，遵循创

育消费供给、创造体育消费需求及体育消费需求引

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体育

导体育消费供给的动态互动局面，在此基础上建立

消费可持续发展，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稳固

完备的体育消费流通体系，保障体育消费的供给质

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优化不同区域的消费结构，

量与供给水平。第二，在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

大力发展小镇体育经济，统筹不同区域社会保障水

等城市群中，发挥城市体育消费核心市场的带动能

平，激发体育消费需求，提升体育消费在区域经济发

力，以核心城市为主体，建设体育消费核心城市，辐

展水平中所占比重，提升体育消费率，稳固体育消费

射周边区域体育消费市场，并发挥体育消费较强地

基础。

区以“点”带“面”的能力，逐渐形成区域体育消费经
济体。第三，欠发达地区或农村地区，体育消费核心

5

结语

商圈、基础设施、产品供给流通体系等均处于较低水

推动体育消费发展，并促进其与新时代社会经

平，可建立城市、乡镇、农村三位一体的体育消费产

济发展相契合，是驱动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品供给体系，完善体育消费产品物流服务，优化体育

重要前进方向。由于地区消费经济异质性的客观存

消费产品服务供给结构，开创体育消费产品供给的

在，导致体育消费发展过程中也存在显著的区域异

新领域，扩大区域体育消费产品市场，打造全区域的

质性特征表现。与此同时，区域异质性的体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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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面临消费供需不平衡、体育消费率低的困境。在
明晰体育消费理论内涵，辨析区域异质性视域下体
育消费发展现状及特征的基础上，通过不同体育消

［17］ 张 满 银 .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区 域 经 济 学 理 论 的 完 善 与 创
新［J］. 区域经济评论，2021（4）：23-28.
［18］ 国家统计局 .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 统 计 公 报［EB/OL］.（2021-02-28）［2022-02-10］. http：

费政策、网络数字技术等动力因素及现实路径机制

//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2/t20210227_1814154.
html.

可有效驱动体育消费发展，实现区域异质性的体育
消费各环节要素的有效联动及转变，推动体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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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EB/

发展，以期完成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任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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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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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Dynamic Mechanism and Realistic path of Sports Consumption
Development in the View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LI Ling1，CAO Keqiang2，ZHANG Ruilin3
（1. Institute of Science，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438，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438，China；3.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061，China）
Abstract：Sports consumption is an important tool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Exploring the realistic path of sports consumption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s of great
signiﬁcance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ports consumption. Using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logical deduction，
the study takes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s the logical origin，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ports consumption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ports consump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Furthermore，this study proposes a realistic path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consump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by analyzing the driving factors and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factor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policy regulation and guidance，network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sports
consumption supply quality and capacity expansion，as well as sports consumption rate increase are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heterogeneous sports consumption. Moreover，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and
circular mechanism among the factors jointly realiz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consumption. Therefore，based
on the realistic form of regional heterogeneous sports consumption，we propose four realistic development paths，including
improving sports consumption policies，strengthening sports consumption protection，innovating the“new infrastructure”of
sports，and extending the digital mode of sports consumption. These paths，covering four levels，namely，the government
path of sports consumption，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th，the supply path，and the population path，are aimed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heterogeneous sports consumption and realiz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Key words：regional heterogeneity；consumption structure；consumption path；sports consumption；sports industry；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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