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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ports event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tourism industry as a new 
platform. In this paper, it explores the Wuhan sports events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Wuhan, analyzes Wuhan sports characteristic and impact on 
the loc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uts forward a sound management system to optimize the 
design of the event layout resource integration innovation related products on the moving platform 
based on the Wuhan sports tourism related theory as the foundation to promote Wuhan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Wuhan tourism industry, and sports development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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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年来，体育赛事作为一个新的平台，促进了武汉地方旅游产业的发展。本文以

体育赛事与旅游业相关理论为基础，探讨武汉体育赛事及武汉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分析武汉

体育赛事对地方旅游业发展的特点及影响，提出健全管理体制、优化赛事布局、整合资源、

创新设计相关产品、搭建平台等建议，为促进武汉经济快速增长，推动武汉旅游产业与体育

赛事联合发展提供参考。 

1．引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持续提升，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出现了

新的增长点，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城市都开始通过举办大型体育赛事

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体育赛事不仅能给参与的群体提供视觉享受与精神愉悦，还能衍生出更

多休闲娱乐活动。武汉市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九省通衢，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浓厚的历史

底蕴，近年来，武汉市旅游特色与服务不断加强，旅游业有可持续发展的优势。为加快武汉

经济快速发展，武汉举办和承办了各类大型体育品牌赛事，如武汉网球公开赛、亚洲羽毛球

锦标赛、武汉国际马拉松、武汉国际渡江节等，体育赛事的举办为武汉旅游产业的发展搭建

了重要平台。 
国外对于体育赛事对城市旅游业发展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一批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

探究，涉及到的方面有：体育赛事的影响、赛事品牌的建立、体育赛事旅游的市场营销等。

而我国针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研究较少。尽管目前武汉通过体育赛事使旅游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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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旅游产业的客源结构改善、旅游收入和就业机会增加、旅游产业政策优化，但体育赛

事对武汉地方旅游业的发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分析武汉体育赛事和武汉旅游业的现

状，从地方旅游业发展入手，提出基于体育赛事的武汉地方旅游业发展对策，对促进武汉地

方旅游产业的发展，把武汉建设成旅游目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2．武汉体育赛事和武汉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 

2.1  武汉体育赛事发展现状 

近年来，武汉体育赛事发展快速，为武汉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成为武汉经

济快速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武汉发展的品牌赛事有武汉国际渡江节、武汉网球公

开赛，武汉马拉松等，举办这些品牌赛事对于武汉而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有利于提升武汉

的国际形象，但是武汉体育产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有武汉市居民在体育劳务

消费方面所占比例比在体育实物消费方面所占比例多，居民体育消费由于整个消费结构等因

素的影响，体育消费的意愿不是很大，另外，武汉市民经济收入增幅不大，愿意观看体育赛

事的比重不高，体育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为提高武汉城市形象，促进武汉经济发展，武汉不

断引进多种类型的大型体育赛事，打造体育品牌赛事，体育赛事规模不断扩大。 

2.2  武汉旅游业发展现状 

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地理位置较好，九省通衢，自然资源丰富，历史底蕴浓厚。黄

鹤楼位居“江南三大名楼”之首而闻名天下。东湖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归元寺内藏五百罗

汉被誉为“佛都古刹”，此外还有古琴台、晴川阁、楚天台等著名历史文化景点，东湖绿道、

汉口江滩、中山大道江汉路等观光休闲景点。汉绣剧场、万达电影乐园、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等文娱设施投入使用。2015年年末武汉旅游景区有36个，其中5A级有3个，4A级有5个，3A
级有17个，旅游星级以上宾馆81家，全年接待了国内的旅游者达到21032.98万人次，比上一

年增加了10.0%；接待了海外的旅游者达到202.27万人次，增加了18.6%，实现了武汉旅游总

收入达到2188.97亿元，增加了12.3%，其中，国内旅游收入2115.23亿元，增长11.8%；国际

旅游收入12亿美元，增长28.5%。 

3．体育赛事对武汉地方旅游业发展的积极影响 

近年来，武汉体育赛事不断发展，第六届全国城市运动会、亚洲羽毛球锦标赛，世界体

育舞蹈锦标赛等一系列赛事的举办吸引了一大批前来观看赛事的游客，如2014年武汉网球公

开赛的观众规模就有7.5万人。武汉速度赛马公开赛、“同城双星”龙舟赛、武汉马拉松等赛

事的举办成为武汉特有的旅游资源。武汉东方马城附近有园博园和汉口里等景点，观众在看

赛马赛事后可以到这些景区参观游玩；“同城双星”龙舟赛于每年端午节在武汉东湖举行，

东湖风景区是武汉著名的旅游景点，观众可以在旅游的同时观看赛事；2016年开始的武汉马

拉松，赛道沿途跨江越湖，风景宜人，路线设计逐一展现了武汉精华景点，包括汉口江滩、

吉庆街、六渡桥、东湖绿道等，让参加和观看比赛的人们可以感受到武汉旅游景点的风采，

增加人们在武汉旅游的兴趣。在武汉旅游信息中就有以武汉国际赛马节和武汉国际渡江节等

为主题的节庆活动和世界体育舞蹈锦标赛等赛事旅游信息。2016年武汉旅游规划也策划推出

“武网”与“法网”互动等旅游活动。武汉木兰山登山节暨全国登山大会至使以木兰山为核

心的木兰景区成为5A级风景区。在国家体育总局公布“2016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入选名单”

中，武汉马拉松和武汉网球公开赛均入选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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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促进武汉旅游环境的改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体育赛事促进武汉完善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生态环境质量，增添了旅游

吸引物。如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武汉赛区部分赛段在江夏区，首届环中赛时江夏区组织

有关部门维修赛道达14处，整修了中州大道全线2.8公里，拆调了减速板6处、清理了标牌广

告等1147处。另外，还在其沿线补栽了乔木400多株、灌木3600多株、绿化草坪的面积高达1600
平方米。这些措施不但给体育比赛带来了更好的环境，而且改善了沿线住户出行和生活的环

境，同时也为今后以更低的成本举办这类大型体育赛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2  提高武汉旅游业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举行大型体育赛事不但可以提升政府的服务管理水平，也可以促进旅游企业进一步与国

际接轨，从而提高了旅游企业的人才素质、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促使了武汉旅游产业的进

一步成熟和发展。大型体育赛事的大多数观众都是属于高收入群体，他们一般对旅行社的服

务水平有相对较高的要求，特别是国外的游客，因此，旅行社会更加重视强化企业员工的行

为规范和良好服务意识。 

3.3  提升武汉知名度，宣传武汉旅游形象 

各界媒体长时间与高密度的宣传推广将提升武汉的知名度。体育赛事不仅带来大量人流、

物流、信息流与资金流，并提升了武汉知名度及武汉的整体形象，并且高知名度与优秀形象

有利于旅游业发展。如武汉国际赛马节、武汉网球公开赛和武汉马拉松比赛等赛事的举办都

有助于提高武汉的知名度，提升武汉的旅游形象。 

3.4  带动武汉旅游经济快速发展 

在举行国际性体育赛事期间，入境的国外旅客的消费水平较平常高，集中消费高，外汇

收入增加量多。扩大就业机会。2014年首届武汉网球公开赛为武汉创造了11.3亿元人民币的

经济产出和3700个新增就业岗位，其中就覆盖到了旅游产业。增加了游人数，武汉举办多项

体育赛事，会带来参赛人员，赛事相关人员，观赛人员等进入武汉，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来

武汉旅游的人数，从而促进武汉旅游经济发展。此外，由于体育赛事受季节影响较小，武汉

从4月到 11月基本上都有赛事进行，错峰举办赛事，能够调整旅游淡旺季的时间，在武汉旅

游的淡季时可举办体育赛事，增添体育赛事旅游产品，吸引不同类型的旅客，使旅游设施的

利用率能够增大。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会吸引很多国内外知名企业的投资，从而促进了旅游

经济的发展。 

4．基于体育赛事的武汉地方旅游业发展对策 

4.1  优化赛事布局，增强可持续发展动力 

以重点赛事为突破口，充分施展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力量将武汉大型体育赛事打造为国

际知名品牌。武汉市应积极承办国内外大型体育赛事，如武汉马拉松比赛，“同城双星”龙

舟赛，武汉速度赛马公开赛等，积极打造集观赏和休闲参与于一体的休闲体育项目；塑造具

有估计影响力的品牌赛事，提升武汉体育赛事知名度，扩大武汉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人到武

汉来旅游，增加旅游收入，促进武汉旅游产业发展，如武汉国际赛马节，武汉国际横渡长江

节，武汉木兰山登山节暨全国登山大会等大型赛事，利用体育赛事本身及场地等特点，吸引

来观看体育赛事人员在武汉旅游；打造高端赛事，吸引高端人群，如武汉网球公开赛，环中

国国际自行车公路赛，中国汽车漂移锦标赛等，科学规划利用体育赛事场馆，增强武汉网球

中心，沌口体育中心等体育场馆的旅游功能，增强赛后体育场馆可持续发展，促进高端人群

赛事旅游的发展；实施适当的价格政策，对赛事旅游者必须购买的产品如赛事门票等规定价

格上限，对于不是必须产品的价格可以由市场进行调节，适当保持有一些中低档价格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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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低收入的体育赛事爱好者提供观赛并进行旅游的机会，树立武汉良好的形象，促进武汉旅

游业的发展。 

4.2  统筹规划，整合资源 

结合武汉现在和未来的城市规划、武汉体育和旅游规划和武汉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体

育赛事与武汉旅游业互动发展的规划，注重规划的连续性，可行型以及体现武汉大型体育赛

事与武汉的特点，满足游客和赛事观众的需求；充分利用政府和市场力量整合资源，一起打

造体育赛事旅游精品路线，组合多条观赏、参赛路线，体育休闲旅游路线以满足不同需求的

游客。如武汉国际赛马节，可将东方马城和附近的高尔夫球场联合起来，两个地方都是既能

满足人们赛事旅游的需求又可以体现出人的身份和地位；将武汉体育赛事与武汉旅游景点的

营销相联合，实行一些相关的优惠政策，如体育赛事与旅游景点门票配套出售享受折扣优惠，

或报相关赛事旅游的旅游团享受相关优惠，或持有某场武汉体育赛事的门票在有效期内到武

汉相关旅游景点可享受门票折扣优惠，或赠送相关旅游景点纪念品，或可以免费参与旅游景

点的一项娱乐设施，或可以享受体验亲自项目的折扣优惠等。 

4.3  创新并完善配套旅游产品设计，延长武汉体育赛事旅游的产业链 

与武汉体育赛事及武汉旅游业发展的相关主体积极配合，不断设计赛事旅游精品专业化

路线，设计有关的赛事旅游活动及产品。门票销售可以吸引球迷前来观赛，带动周围旅游产

业的发展，赛事运营能够吸引运动员和户外运动爱好者加入，从而转变为旅游经济。如可借

助武汉龙舟赛设计水上休闲体育旅游产品，建立以水为主题的主题公园，设计与龙舟和水有

关的旅游产品吸引游客，推动体育赛事武汉旅游业的发展；设计有武汉体育赛事旅游特色的

纪念品，一般纪念品都具有收藏价值，有利于宣传和推广武汉旅游特色和体育赛事文化。可

以利用赛事特点及武汉旅游特色设计一些与武汉赛事旅游相关的吉祥物，衣帽，手链，钥匙

扣，纪念型旅游卡，海报等，如武汉马拉松，可以在沿线旅游景点都设置一些纪念品专卖点，

在纪念品的设计中加入武汉马拉松路线中有武汉特色的旅游景点如黄鹤楼，东湖梅园等，还

有民众乐园，六渡桥，吉庆街等老汉口风情。吸引游客，增加旅游收入；研发各种形式的体

育赛事旅游产品。利用体育赛事本身特点及武汉举办该赛事场馆和周边区域的特点，开发特

色的旅游项目，可以增加亲自项目，美食区等。如在东方马城举行的武汉速度赛马公开赛，

可以在门票销售的同时搭配休闲骑乘的销售或开发一些垂钓，亲子项目等，吸引赛事观众，

增加旅游收入。 

4.4  搭建赛事旅游平台，加强对武汉体育赛事的宣传 

打造体育产业发展新平台。启动国家体育产业联系点工作。大力发展体育休闲运动。全

面提升大型体育赛事的国际影响力，着重培养体育消费，加快开拓赛事旅游市场，策划体育

赛事旅游相关活动；通过招赞助商，获得相应物质的支持，所招的赞助越多，获得的资金越

多，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参赛者，也有利于增强游客对体育赛事的参与度。利用广告进行宣传，

在车站站牌，体育馆门口，商场门口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张贴体育赛事的海报，在电视、网络

上等播放宣传广告，加强与各界媒体之间的合作，体育赛事与武汉旅游推广相结合，通过媒

体充分展现体育赛事及举办城市的魅力，吸引人们前来观看体育赛事并进行旅游，促进武汉

体育赛事对地方旅游业的发展；搭建网络宣传促销平台，开发武汉体育赛事旅游手机APP，
在手机APP中可设计有免费代理赛事报名和搭配名额的赛事旅游套餐，手机APP中也应销售

观赛产品，介绍并销售围绕武汉体育赛事IP设计的体育旅游产品、体育景观游、体育培训游、

运动体验游等有关旅游产品，手机APP中还应有关于武汉赛事旅游的攻略，时间安排，住宿

酒店介绍，武汉旅游景点介绍，武汉特色美食信息，用户进行赛事旅游后的意见反馈等功能，

通过把武汉体育赛事与相关旅游信息进行结合宣传，使游客能够更加全面的了解武汉，给人

们参加赛事旅游的出行带来方面，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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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制定管理对策，加强管理 

建立健全武汉体育赛事与地方旅游业发展的相关管理体制，使其相关配套产品，政策扶

持，产品设计等协调发展；加大武汉政府的支持与监督力度。武汉政府需要加强对武汉体育

赛事的投融资力度，完善有关税费的一些优惠政策，增强执法队伍的建设，加大体育赛事赛

前、赛中、赛后的监管力度，努力建立公平公正的赛事运营体系，逐渐建立健全市场监管机

制，如政府应该对体育赛事期间出现的物价上涨运用相关的政策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对于体

育赛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安全隐患，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提前做好应对安全隐患的紧急方案的

制定；体育部门和旅游部门要转变观念，深化合作，促进体育体制改革，促使旅游业的优化

升级，将体育产业和旅游业进行联合，加强宣传力度，使武汉体育赛事旅游被人们熟知，增

强武汉体育赛事对旅游产业的影响力；加速人才培养，培养及引进一批既懂体育赛事又懂市

场规律的复合型高水平人才，加强对相关管理人员的培训，增强校企合作实现企业与学校双

赢，满足武汉体育赛事促进地方旅游业发展的用人之需；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做好环

境保护工作。在武汉体育赛事举办的期间，武汉应该加大宣传保护赛事环境，制定相关体育

赛事环境保护的措施，综合治理武汉城市环境，在体育赛事的设施，材料，能源建设等方面，

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使赛事相关设施的建设达到绿色环保，为武汉体育赛事促进地方旅游产

业发展营造绿色的生态环境。 

5．结束语 

在武汉市承办和举办越来越多的体育品牌赛事的背景下，体育赛事对武汉地方旅游业发

展的影响越来越大。武汉举办体育赛事可以增加武汉旅游人数，完善基础设施，提高旅游业

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提升武汉知名度，宣传武汉城市形象。体育赛事给武汉市带来的机遇

与挑战并存，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武汉赛事和旅游部门的管理观念和合作意识不强、基础设施

建设不够、缺少政府支持和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支持、保障和激励等长效机制不健全，可持续

发展动力不够等问题。因此，需要把握机遇，加强管理优化体育赛事布局，统筹规划，整合

资源，不断创新完善配套旅游产品的设计，延长体育赛事旅游的产业量，制定管理对策加强

管理，增强可持续发展动力，使体育赛事可以更好的促进武汉地方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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