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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体育旅游资源的协同开发成为必然。文章通过梳理体育旅游资源协
同开发的内涵、基于HHI模型评价长三角城市群体育旅游资源协同开发水平，最终提出厘清整体与部分
的关系，确立总体定位；形成“帮与带”的地方间合作关系；建立区域体育旅游发展利益共享机制；提
高区域内成员区域意识和建立共同市场意识，建立市场调节和政府倾向性产业政策的双重调控；加强体
育旅游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培育长三角体育旅游市场，拓展长三角体育旅游发展新空间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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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ports tourism resources becomes inevitable. In this paper, the co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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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sports tourism resources is analyzed, and the level of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sports tourism resources is evaluated based on HHI model. Fin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hole and part is clarified and the overall positioning is established To form
the local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of “Help and belt”; to establish the benefit-sharing mechanism
of regional sports tourism development; to enhance the regional awareness of the members of the
region and to establish the Single Market Awareness, to establish the dual regulation of market
regulation and government-oriented industrial policies; to strengthe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ports tourism and related industries, and to foster the sports tourism marke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expand the new development space of sports tourism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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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全球经济低迷、内需不断扩大的大形势下，依靠单个城市的力量已经无法应对当下经济形式，区
域协同发展成为各地的选择，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大湾区、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协同发展已经成
为我国经济发展较为流行模式之一。当下，如何实现区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代区域经济研究
的主题，而区域合作就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1]。长三角一体化的目的是让要素在更大范围畅
通流动，区域间建立起更加统一、开放的体系，把区域合作提高到产业协同的高度，实现区域内的分工
与协作，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2]；长三角地区体育旅游资源协同开发的目的是发掘各地体育旅游资源特
色，将各地的资源禀赋做优，对地区体育旅游资源开发进行整体规划，不仅要在量上增加，更要在质上
提升，最终形成发展合力，提升区域整体体育旅游形象。因此体育旅游资源协同开发与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的战略目标是相契合的。
体育旅游资源的有限性和体育旅游需求的不断扩大让区域体育旅游资源协同开发成为长三角的现实
选择。长三角地区在拥有丰富体育旅游资源的同时，也面临着对体育旅游产品需求较高的现状：需求不仅
包含来自于长三角区域各地居民的“内需”，更包含了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体育旅游消费者的“外需”。
资源的丰富不等于无限，在资源有限、特殊资源稀缺和需求不断扩大的现状下，对长三角体育旅游资源如
何开发、各地如何配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资源合理配置是区域体育旅游资源协同开发的题中应有之义，
是基于资源稀缺性和需求无限性矛盾下而产生的一种调节、优化手段，是对相对稀缺的资源在各种不同用
途上加以比较做出的选择，用特定的方式来配置社会资源使用方向和数量，是一种通过有限投入获得较高
产出的高效率发展手段，旨在消耗尽可能少的资源，创造出最适用的劳务与商品，获得最佳收益。因此，
长三角体育旅游资源协同开发是在体育旅游需求无限性和体育旅游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的现实需要。
因此，对长三角的体育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协同开发，是当前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2. 长三角体育旅游资源协同开发的内涵
体育旅游资源协同开发是以健康、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持续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可循环
的资源利用模式，以体育旅游协调发展带动和促进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形成健康发展新理念、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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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质就是在资源、客源、经济和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可持续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体育旅
游资源协同开发是整个体育旅游系统结构和功能的一种表达，既包括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各个子系
统的良性循环，同时也包括各系统之间的共生演进，集中体现为区域整体的良性发展态势，在空间上表
征为体育旅游产业链涉及地区之间的良性互动的共生耦合关系。长三角体育旅游资源协同开发最终要实
现以下目标：在投入上，实现三省一市人力、物力、财力的统一谋划、协调投入；在体育旅游产品类型
上，做到因地制宜，实现体育旅游产品多元化；在客源上，实现三省一市互为目的地和客源共享；在资
源有限性和需求无限性的现状下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最大程度的满足体育旅游需求。
明确长三角体育旅游资源系统子系统及其之间的关系是长三角体育旅游资源协同开发的前提。在长
三角体育旅游资源系统中，上海、安徽、浙江、江苏四个子系统之间即存在着相互制约，又存在着相互
合作、互利共赢的关系。第一，上海作为长三角城市群中经济作为发达的行政单位，既是长三角体育旅
游的重要目的地，同时也充当长三角体育旅游集散地的作用，许多游客往往先抵达上海，再赴长三角其
他地区旅游。上海市所具有的虹吸效应吸引国际知名体育赛事和体育旅游公司在上海落户，但同时也会
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地区体育旅游的发展造成障碍。第二，浙江省以与上海的旅游联系较为密切以及省
会杭州作为亚运会举办城市的红利影响，其赛事旅游发展仅次于上海，另外浙江省发达的水域系统也为
水上体育旅游提供先决条件。但浙江省的体育赛事知名度、商业化程度以及体育旅游项目时尚程度远不
及上海，知名赛事 IP 落户长三角的首选城市仍然会选择上海而非浙江。第三，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
具有举办体育旅游活动的天然地理优势，为上海市开展体育旅游活动拓展了空间。江苏省、浙江省水域
系统发达、风景优美，拥有举办水上赛事和水上参与型体育旅游活动的天然优势；浙江省和安徽省拥有
自然条件良好的山地，适宜于开展陆地体育旅游项目。第四，上海、安徽、浙江以及江苏体育旅游资源
子系统之间这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不仅促进了各子系统的不断发展和改变，还深刻的影响着
长三角地区整体体育旅游资源系统的改变，各系统之间相互影响，存在着复杂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将
会影响整个系统的发展，最终形成 1 + 1 + 1 + 1 > 4 的效果。
厘清政府和市场在区域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中的角色是长三角体育旅游资源协同开发的关键。当前我
国的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区域发展的
关键就是合理性与效率性相统一。其中，合理性是指政府在顶层设计层面依据资源禀赋对区域的经济功
能定位，并对各个区域以功能差异而产生的区际关系予以明确，地方政府需要以落实区域功能定位为目
标确定资源开发利用方式，服务于总体空间布局；效率性侧重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功能定位明确的区
域，通过市场机制，丰富利益形式，引导市场主体以落实区域功能定位为目标，高效利用区域内外资源，
使区域通过高效的育力达到赋能水平。这就要求长三角体育旅游资源如何配置，不能仅听从于市场，更
要政府从宏观上做出调控，二者缺一不可。在体育旅游资源开发过程当中，各级政府相关部门作为政策、
规划制定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市场需求，对资源开发整个过程进行宏观调控；企业要敏锐洞察市
场发展方向，充分遵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开发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体育旅游产品，整个过程
是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行为。
基于以上分析，认为长三角体育旅游资源协同开发的内涵是以健康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在政府宏观
调控下，市场对于三省一市的体育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开发的行为，其最终目的是形成区域整体体育旅游
产业的良性发展态势。

3. 基于 HHI 模型的长三角体育旅游资源协同开发现状分析
3.1. HHI 模型概述
HHI 全称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是一种测量产业集中度的综合指数。用于计算市场份额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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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产业市场集中度测量指标中较好的一个，是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使用较多的指标，其公式为：

=
HHI

N

N

( X i X ) ∑ Si2
∑=
2

=i 1 =i 1

其中，X 为市场总规模；Xi 为 i 企业的规模；Si = Xi/X 为 i 企业的市场占有率，N 为该产业内的企业总数
[3]。
同样，HHI 也适用于计算长三角区域体育旅游资源的集中度，对衡量长三角区域体育旅游协同发展
有重要意义。集中度越高代表长三角区域内部某个或某些城市发展过快，该区域体育旅游产业发展不协
同。其公式为：

=
HHI

N

N

( X i X ) ∑ Si2
∑=
2

=i 1 =i 1

其中 X 为全区域某一要素总值；Xi 为 i 城市某一要素值；Si = Xi/X 为 i 城市某一要素值占长三角全区域的
比重，N 为城市总数。
极限状态下，区域内观赏型体育旅游资源全部位于一个城市时，HHI 指数等于 1；当区域内观赏型
体育旅游资源平均分布于各个城市当中，HHI 指数为 1/n，因此 HHI 指数在 n/1~1 之间变动，数值越接近
于 1，表明观赏型体育旅游资源分布不均匀，过度集中于一个城市，发展不协同；数值接近于 n/1 时，说
明城市观赏型体育旅游发展协同一致。

3.2. 指标的选取
体育旅游资源是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目前长三角体育旅游资源协同开发还处于初始发展
阶段，相关指标和统计资料难以获得。研究以观赏型体育旅游资源为例，从国家体育总局官方网站和地
方体育局官方网站查找并列举长三角各地观赏型体育旅游资源，以此为参照计算长三角参与型体育旅游
资源 HHI 值，研究选取两个指标体现长三角体育旅游资源协同开发现状：一是长三角城市群观赏型体育
旅游资源集中度，该指标计算的是长三角区域各个城市参与型体育旅游资源的集中程度，反映参与型体
育旅游资源在这一区域的布局是否合理；二是长三角城市群观赏型体育旅游资源前两位城市集中度，该
指标计算的是区域内观赏型体育旅游资源数量居于前两位的城市集中度，反应的是观赏型体育旅游资源
规模最大的两个城市的资源集中程度。当集中度接近于 0.5 时，说明两个城市集中度适当，分布合理，
反之，集中度高于 0.5 时，说明这一区域城市观赏型体育旅游资源主要集中于第一大城市，分布过于集
中。

3.3. HHI 模型指标计算与结果分析
根据表 1 数据最终计算得出长三角城市群观赏型体育旅游资源集中度 HHI = 0.06，明显大于 n/1 的值
0.038；长三角城市群观赏型体育旅游资源前两位城市集中度为 0.51，略大于最佳值 0.50。因此认为长三
角地区观赏型体育旅游资源分布不均衡，且略微集中于上海。
Table 1. HHI Model Index Table of ornamental sports tourism resource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表 1. 长三角观赏型体育旅游资源 HHI 模型指标数据表
城市

观赏型体育旅游资源列举

数量合计

上海

全国公路自行车冠军赛、国际田径黄金大赛、F1 中国大奖赛、世界攀岩比赛、国际泳
联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斯诺克公开赛、大宁灵石“空中芭蕾”航空表演、高尔夫球
冠军巡回赛、世界杯沙滩排球赛、国际国内摩托艇赛、国际马拉松比赛、市农民运动
会、网球大师杯赛、射箭世界杯比赛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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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世界汽车漂移赛、千岛湖公开水域游泳赛、富阳富春江运动节、杭州国际马拉松比赛、
国际冲浪赛、西湖徒步旅游会、世界体育电子竞技大师赛、浙江国际传统武术比赛、
长三角运动博览会、环千岛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10

宿迁

国际拳王争霸赛、全国小轮车锦标赛、全国越野摩托车锦标赛、江苏·泗阳平原林海
自行车山地越野赛、全国排球大奖赛、江苏省定向邀请赛、中国绿色骑行自行车巡回
赛总决赛、世界男子沙滩排球巡回赛、中国力量举重(举鼎)大赛

9

合肥

环巢湖自行车国际骑游赛、中韩日三国围棋赛、紫蓬山马拉松赛、合肥国际马拉松赛、
中国青年帆板精英赛、全国热气球挑战赛、世界铁人三项赛、大圩马拉松节

8

黄山

黟县国际山地车赛、黄山登山赛、国际健走节、公开水域游泳赛竞走冠军赛、摩托艇
锦标赛、库钓大赛、齐云山养生万人徒步会

7

南京

中国国际象棋特级大师邀请赛、世界男排联赛亚洲气枪锦标赛、“十万市民慢城行”
自驾行、世界职业斯诺克江苏精英赛、斯坦科维奇杯洲际篮球赛

5

无锡

世界毽球锦标赛、无锡国际门球邀请赛、中国无锡国际龙舟赛、马山国际钓鱼节、全
飞机跳伞表演赛

5

扬州

中国扬州鉴真国际半程马拉松赛、大运河半程马拉松赛、扬州亚洲乒乓球锦标赛、
环高邮湖游泳赛、环高邮湖国际自行车赛

5

舟山

帆船锦标赛、海岛户外运动赛、舟山沙滩足球锦标赛、帆板冠军赛、国际海钓大赛

5

连云港

全国海钓邀请赛、女子沙滩排球赛农民体育节、国际风筝节赣榆登山节、
全国帆板锦标赛

4

湖州

极限运动赛、湖州环太湖高尔夫球赛、全国室外射箭赛、莫干山国际爬山节

4

宁波

全国自行车赛、国际攀岩节世界女排赛、象山国际海钓节、东钱湖国际龙舟赛

4

衢州

中国围棋赛、亚太汽车拉力锦标赛、国际名校自行车赛、江山企业羽毛球赛

4

苏州

环太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太湖龙舟文化节、全国舢板邀请赛

3

常州

茅山登山节、“盘固杯”全国龙舟精英赛、木渎登山节

3

温州

全国男子拳击赛、温州海钓锦赛、中国门球冠军赛

3

丽水

国际跳棋公开赛、皮划艇锦标赛、自由式轮滑锦标赛

3

徐州

铁人三项赛、沛县武术节国际女子重剑世界杯赛

2

南通

南通国际风筝节、南通市龙舟节

2

绍兴

中国浙江自行车系列公开赛、绍兴环城河皮划艇马拉松大赛

2

毫州

华佗五禽戏健身气功赛、亳州国际健身气功大会

2

泰州

中国式摔跤国际邀请赛

1

盐城

射阳县龙舟节

1

海宁

中国职业斯诺克巡回赛

1

池州

池州绿运会

1

芜湖

红杨山汽车越野拉力

1

4. 长三角体育旅游资源协同开发建议
4.1. 厘清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确立总体定位
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是建立长三角区域体育旅游空间系统的基本问题。长三角区域体育旅游空间系统
由于受到行政划分、经济发展水平、区域成员组成调整、区域体育旅游合作机制、旅游基础设施、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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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思维等影响，尚未在整体上达到理想状态。2020 年 10 月 23 日，上海市体育局、安徽省体育局、浙
江省体育局、江苏省体育局联合分布《长三角地区体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仅宏观的提出
要“从长三角一体化大局出发，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推进优质体育资源和生产要素跨
区域流动”，尚未从整体出发对体育产业进行合理布局规划。由于存在利益本位主义思想，各地政府在
发展体育旅游业时，很少甚至不考虑体育旅游资源跨区域这一客观事实，只是针对本地方拥有的一部分
体育旅游资源做出规划并进行开发，甚至是掠夺性开发，导致区域体育旅游资源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同
类体育旅游产品遍地开花[4]。过多的项目重复建设，会缩小消费人群的辐射空间，造成体育旅游资源的
整体效应不能充分发挥，最终造成浪费和产业效率低下，不利于长三角区域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一体化格
局的形成，也不利于提升长三角整体体育旅游产业竞争力。尽管目前已经形成长三角体育产业联席会议
制度，但对于长三角体育旅游资源协同开发的讨论还仅限于学术层面，政策和产业实践层面的体育旅游
资源布局急需明确和落实。长三角地区地域一体、文化一脉，有着良好的区域协同发展环境，体育旅游
空间结构建设要抓住这一机遇，厘清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在整体化、系统化、合作化的前提下整合重构，
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格局。

4.2. 形成“帮与带”的地方间合作关系
强势与弱势的均衡是建立区域体育旅游空间结构系统的中心问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为国家战略，
旨在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各具特色的协调发展格局，促进经济在更加广泛
的地理空间和行政空间内高质量发展。发展不均衡成为了影响区域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也是影响长三
角体育旅游空间结构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为此提出“帮与带”的地方间合作关系，具体而言，就是发挥
体育旅游核心区作用，体育旅游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带动稍落后地区，引领整个体育旅游圈发展。例如
上海的国际顶级赛事赛事发展水平较高，就可以在赛事举办期间对其周边城市嘉兴的红色体育旅游和苏
州的园林文化旅游进行适当输出，共享前来观看赛事的客源，增加区域总体体育旅游收入。“帮与带”
的地方间合作关系是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协同学理论在体育旅游领域的现实表达。
因此要推动形成帮与带的地方间合作关系，强势带弱势，最终达到区域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

4.3. 建立区域体育旅游发展利益共享机制
一体化区域内不同子行政区利益是跨区域发展协同实效的关键，利益分配的均衡性是一体化协同发
展的制度瓶颈，是影响地区参与一体化发展积极性的关键。协同发展唯一可以被接受的结果就是共赢，
不能以牺牲某些地区的利益为代价，要求既要消除各个子行政区之间的利益分歧，又要实现区域整体效
益的提升。但由于各个行政区体育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情况不一，因此协同发展体
育旅游必然会带来收益的不均衡。遵循共享发展成果原则和平等、互利、协作原则，各个合作成员通过
整合区域旅游发展政策，通过规范的制度建设来实现行政区之间的利益转移，从而实现区域体育旅游利
益在合作成员之间合理分配。具体而言，一是通过长三角体育产业联席会议制度，引导区域内各行政区
政府之间达成共识，增加成员行政区的“区域意识”，避免今后发生利益冲突；二是要建立利益平衡的
协调机制；三是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对为了整体发展而利益受损的地方进行适当补偿。

4.4. 提高区域内成员区域意识和建立共同市场意识，建立市场调节和政府倾向性产业政策的
双重调控
目前长三角三省一市每年第一季度、第三季度召开协作会议协调推进，以沪、苏、浙、皖顺序轮流
召集，由本年度协调小组专职组长担任召集人或委托副组长召集；成立了由三省一市体育局局长担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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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轮值地体育局局长为专职组长、三省一市分管体育产业局领导担任副组长、相应的职能部门负责人
为协调小组成员的协调小组明确任务方向；依托上海体育学院，组建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协作会议秘书
处具体落实，秘书长由选举产生，常务副秘书长由上海体育学院选派人员担任，副秘书长由四省市体育
产业的职能部门分管负责人担任[5]。但就当下的长三角体育产业合作机制框架来看，长三角区域还没有
形成类似日本东京都市圈的中央政府主导的区域协调机制，还处于政策性导向和激励层面，无论在中央
还是在地方层面都还没形成强有力的管理机构。要针对体育旅游资源协同开发建立相关组织和出台相应
的产业政策，确立统一的资源统筹规划和体育旅游合作机构和议事制度，形成放权于区县、放责任于协
会、放事于市场的体育旅游管理体制，凸显体育旅游企业对一体化的作用。加强区域内成员的区域意识，
在已有的长三角体育产业合作机制框架下，健全体育旅游相关工作联席机制，强化统筹协调，密切沟通
配合，加强和改进体育旅游综合协调机制，统筹体育旅游与相关领域融合发展。强化体育旅游市场监督，
健全体育旅游违法行为查处信息共享和投诉统一受理、转办机制，提高依法监管能力。改善体育旅游消
费软环境，营造诚实守信的消费环境，培育长三角体育旅游共同市场，引导体育旅游文明消费。鼓励企
业采取资源整合、资产重组、收购兼并、连锁经营、委托管理等方式整合体育旅游产业，做强长三角体
育旅游服务品牌。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对体育旅游服务质量进行监督，建立行业监管信息平台和评价指标
体系，并形成长效的改进机制，最终建立市场调节和政府倾向性产业政策的双重区域体育旅游产业调控
机制。

4.5. 加强体育旅游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培育长三角体育旅游市场，拓展长三角体育旅游
发展新空间
产业链的上下游联系不够紧密，未能发挥体育旅游的综合载体功能，盈利模式单一，创造的经济效
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要充分发挥体育旅游的综合载体，对长三角区域的体育旅游产品进行深度开发，
加强体育旅游与相关产业的融合，衍生出体育旅游新业态，发展依托于科技、资本、人才要素的创意型
体育旅游项目和体育旅游相关的“商、养、学、闲、情、奇”等要素产业，延展长三角体育旅游价值链、
产业链、空间链和供需链。长三角各地要依托现有资源加强体育旅游与文娱、餐饮、交通、住宿等相关
产业和金融、通信、互联网等相关领域融合发展；提高与体育旅游产品适配的住宿、餐饮等服务质量，
充分增加体育旅游产业和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活力[6]。例如，充分利用上海举办国际顶级赛事的虹吸效
应和国际旅游门户城市的地位，将上海和苏州、无锡、湖州、常州等地连接成带，打造水上旅游精品路
线、景区体育赛事和节庆获得的同时，对综合业态进行深入开发，促进“赛事旅游+”水上体育旅游、教
育培训、会展、商业等综合业态的有机融合，为体育旅游拓展更大的市场和发展空间。

5. 结语
长三角地区经过多年一体化发展，形成了优质的营商环境、联通的基础设施和扎实的区域观念，为
体育旅游资源的区域协同开发打下优良基础。体育旅游产业要抓住这一机遇，为长三角体育产业高质量
发展助力。长三角作为我国经济最为活跃、体育产业发展最为迅速、一体化理念提出最早的区域之一，
其体育旅游资源的协同开发路径可以为我国其他地区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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