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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strategic backgrou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tourism industr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tourism effect of Rizhao Marathon for Rizhao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urban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uses relevant data and research results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Rizhao Marathon tourism from four aspects of social benefits, environmental benefits, cultural benefits and economic benefits,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e study found
that Rizhao Marathon tourism effect in terms of social benefits can promote the strengthening of
various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improve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sports events in the city. In
terms of environmental benefits,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and promote the green,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terms of cultural
benefits, its role in spreading city culture and shaping city brand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In
terms of economic benefits, it brings considerable direct economic benefits for tourism and related industries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brings considerable and long-lasting follow-up indirect economic benefits for relat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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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体育与旅游产业融合的战略背景下，研究日照马拉松旅游效应对于日照旅游业发展与城市建设有着重
要意义。本研究运用相关数据并结合调研结果从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文化效益以及经济效益四方面对
日照马拉松旅游效应的作用效果做出评价，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日照马拉松旅游效应
在社会效益方面能够促进政府多项职能的强化、提高居民对本市体育赛事的参与度等；环境效益方面，
能有效完善环境保护措施、促进城市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文化效益方面，其传播城市文化、塑造城市
品牌的作用有待强化；经济效益方面，为旅游业及相关产业带来了可观而持续时间较短的期间直接经济
效益，为相关企业带来了可观且持续时间较长的后续间接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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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马拉松赛事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得到了广泛发展，并形成了马拉松旅游效应。在体育旅游产业
融合及全域旅游背景下，城市马拉松旅游效应不仅指马拉松对城市旅游发展的促进作用，还包括马拉松
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城市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即城市竞争力提升。马拉松通过形成的
马拉松旅游效应对举办城市产生着重要影响。城市马拉松吸引大量参与者，拉动旅游消费，通过旅游有
关产业，有效促进城市社会、经济、环境发展，打造城市品牌，提高城市竞争力[1]。
随着马拉松赛事的广泛开展，马拉松旅游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在举办地产生的马拉松旅游效应
成为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且相关学者们在此领域综合的研究成果颇丰。王克稳等提出自 2006 年开始，
学者们逐渐将研究重点从赛事选手个人特征、旅游态度和行为等需求侧，转至马拉松赛事旅游的供给侧
——马拉松赛事对举办地的影响[2]。关于马拉松旅游效应的现有研究主要从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文化
效益与经济效益四方面展开。
在社会效益方面，郭兵分析郑汴国际马拉松赛时提出社会价值才是赛事真正的起点和最终归属，开
展好郑汴马拉松赛在展现河南形象、发展社会事业等方面都将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3]。张健以广义的
社会效益视角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研究了马拉松的社会效应，得出它可有力的促进城市现代化建设、
提升城市知名度、产生可观的经济利益与深刻的文化影响[4]。张泽君等对兰州国际马拉松赛发展所带来
的社会效益进行分析，得见赛事有助于增强大众体育观念、激励全民健身响应等[5]。
在环境效益方面，唐晓彤提出大型体育赛事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包括比赛期间观看赛事的流动人口带
来的交通负担、空气和噪音污染的消极影响，及期间环保工作使全民生态文明素养得到改善的积极影响
[6]。张明明等论述了厦门国际马拉松充分利用其环境优势，加之当地政府对赛线沿途的全面治理和改善，
打造了被称为世界最美马拉松赛道的厦马跑道[7]。
在文化效益方面，国际马拉松赛能充分展现城市深远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其与城市文化的融合成
为城市马拉松赛的一大特色[8]。张登峰论述了规模盛大、踊跃参加、影响经久的马拉松赛是举办地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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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有助于强大的城市自豪感和向心力的形成，以及城市历史、文化发展特点的展示[9]。许良洪等以厦
门国际马拉松赛为例研究了城市马拉松提升举办地体育软实力的价值[10]。李军岩等深入分析了马拉松对
城市文化构筑的原理，得出马拉松持续构筑大脑中的文化图样，从而影响着城市文化的发展[11]。
在经济效益方面，靳英华等分析了北京国际马拉松赛，提出其经济效益在于对消费需求的刺激作用、
对城市体育及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及其广告价值[12]。赵承磊研究厦门马拉松旅游效应时利用数据资料定
量分析了赛事带来的旅游收入，证明了大量的运动员以及观赛者有效拉动和活跃了厦门的旅游经济[13]。
李兆峰等则深入分析了马拉松带来经济效益影响因素，得出马拉松选手的收入状况、社会阶层、对赛事
的投入度等因素对其观光参赛消费支出等产生直接影响[14]。
日照马拉松发展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三届，正值打造有日照特色的品牌马拉松赛事的起步阶段，需要
有参考价值的、有针对性的研究，而现有研究中缺少这部分研究。本研究针对日照国际马拉松旅游效应，
对其作用效果做出评价，并提出针对性的日照马拉松发展建议，期望为更好地发展日照马拉松体育赛事、
发挥日照马拉松旅游效应的作用提供一定参考。

2. 日照国际马拉松现状
日照市枕山臂江，拥有良好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资源禀赋，全市现代立体交通体系不断完善，渐趋
发达的交通运输为马拉松参赛与旅游提供便利的出行条件。有独特自然风光相伴的悠长海岸线、国家森
林公园内新鲜的空气与幽美的环境，为独特赛事路线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独特的资源禀赋优势容易吸引
更多的参赛者，且日照作为山东省知名的旅游城市，不仅可以满足参赛者跑马的需求，还可以使参赛者
通过旅游来感受日照市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
日照市经济也在快速发展，有较大的发展潜力。2019 年上半年，日照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等指标的增长率均为山东省首位，城市竞争力不断增强。经济的增长为
日照马拉松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日照国际马拉松赛由上海方由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接连十年精心缔造，自 2017 年开办至今已成功
举办了三届。赛事的气候条件对于赛事影响力和参赛者成绩是至关重要的。日照市濒海而建，因海洋季
风的作用，其与同纬内地城市相较全年温差较小，相对潮湿，而秋季温度温和，与相对干燥少雨的天气
相宜，这样的环境条件有利于参赛者的发挥，适合举办马拉松赛。日照马拉松充分利用了气候优势，三
届马拉松分别于 9 月 24 日、10 月 14 日、10 月 13 日举办。
赛事自举办以来受到日照政府的重视，规模不断扩大，充分吸引着马拉松爱好者的广泛关注与参与。
2017 年“首战”便获得两项殊荣——“最美赛道”奖和“银牌赛事”奖。在赛事举办的第二年，日马就
已上升到了金牌赛事的水平，吸引了来自 1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000 名马拉松爱好者参加，年龄跨度从十
几岁到八十多岁。2019 年的日照国际马拉松赛事总规模 18000 人，正赛运动员为 13000 人，比 2018 年
增加了 1000 人，赛事规模有所扩大。其中日照本地参赛者为 6606 人，占总人数的 50.8%，相较于 2018
年增加了 2000 人；日照市外的参赛运动员为 6394 人，占总人数 49.2%，比 2018 年减少了 1000 人。新
设家庭马拉松项目 1000 人，打造了特色多元素赛道。此次日马吸引了来自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跑马者参
赛，其中外国参赛者 42 人。

3. 数据来源
团队以 2019 年日照国际马拉松参赛者为调研对象，研制了本研究的调查问卷《2019 年日照国际马
拉松相关问题调查问卷》，问卷包含了个人基本信息、对赛事的认知及态度、推荐意愿、消费支出四个
方面的问题。在正式发放问卷之前，应用此问卷借助学校举办的校园马拉松赛进行了前期预调研，并根
据受访者建议及实际操作体验继续对此问卷的内容进行调改与完善，以保障问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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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干扰赛事的正常进行，团队选择在日照国际马拉松举行的前一天于参赛物品发放处随机发放
问卷，并且就相关问题与参赛运动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本次调查研究共发放问卷 275 份，最终得到有
效问卷 264 份，有效率 96%。样本中来自日照本地的受访者为 104 人，日照市以外受访者为 161 人(其中
山东省除日照市的其他城市受访者为 114 人、山东省外的受访者为 47 人)。

4. 对日照马拉松旅游效应作用评价的研究结果分析
本研究从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文化效益及经济效益四个方面对日照马拉松旅游效应的作用效果做
出客观评价。社会效益评价将从加强政府多项职能、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对体育赛事的关注度
与参与度以及促进体育旅游大众化发展的效果四个方面展开。环境效益方面，对日照马拉松旅游效应完
善环境保护措施、促进城市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效果加以评价。文化效益方面，评价马拉松旅游效应
传播城市文化、塑造城市品牌以及充实多元化城市文化内涵的作用效果。经济效益方面，对马拉松旅游
效应为旅游业及相关产业带来的期间直接经济效益和为相关企业带来的后续间接经济效益加以评价。

4.1. 日照马拉松社会效益的评价
从马拉松参赛运动员组成来看：2019 年日照国际马拉松吸引了更多马拉松爱好者参与其中，日照本
地参赛者较 2018 年增加 2000 人，在一年的时间里较大程度地提高了日照市民对赛事的的关注度与参与
度，但在吸引日照市以外体育赛事爱好者参赛兴趣的成效有所下降，较 2018 年减少 1000 人，进而促进
体育旅游大众化的效果有待优化。
从参赛者对马拉松赛事效果的评价结果来看：为了解本次马拉松的举办效果，问卷中设计了针对本
次赛事仍需改进之处的多项选择题，并设计了 5 个选择项：A. 宣传力度不够；B. 比赛氛围不够浓厚；
C. 文化旅游特色不够鲜明；D. 赛事组织水平不高，有如举办项目少、路线设置不太合理等不足；E. 赛
事相关服务措施不完善，有如安保能力较差、现场秩序混乱等不足。调研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Participants’ evaluation results of marathon events (n = 264)
表 1. 参赛者对马拉松赛事效果的评价结果(n = 264)
选项

A

B

C

D

E

人数

70

33

59

6

8

占比

27%

13%

24%

3%

4%

在赛事宣传方面，组委会整合各级各类资源来营造赛事氛围，借助新媒体技术竭力进行赛事宣传。
马拉松赛由 STV-3 山东体育频道进行实时直播，协调中央和山东省媒体、
组织日照市媒体进行全程报导。
但表 1 中调研数据显示有 27%的受访者认为赛事宣传力度不够，13%认为比赛氛围不够浓厚，不到位的
宣传工作会不利于提高赛事的关注度，近而会使赛事在促进体育旅游大众化的作用方面达不到应有的效
果，因而相关部门在宣传工作上要多做些工作。
日照市政府近年来重视体育赛事的发展，马拉松赛得到了大力度的各方支持。当地政府集中工作力
量对待此次日马的筹措工作，采取了成立专门的研讨小组、咨询相关专家等多项有效的筹划措施，主要
上级密切关注着筹措工作进度，多次听了负责人的专项工作报告并提出重要的指示及建议。市大赛办印
发了《2019 日照国际马拉松组织筹备工作总体方案》的通知，30 余个单位参与赛事筹办工作，相关负责
单位稳步而有序地实施筹办措施。结合调查结果得见，政府在日照国际马拉松赛事上做的工作的成效显
著，仅有 3%的受访者认为赛事组织水平有待提高；也可见，日照马拉松赛事的举办有效地促进了政府协
调、沟通、管理等多项职能水平的提高。
DOI: 10.12677/ssem.2020.9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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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赛事由赞助商为赛事提供摄影摄像、住宿、赛事医疗等全方位的保障服务；配备安保力量共计
4000 人对赛事期间沿线的消防设施、电路敷设以及比赛沿线相关区域进行了防火安全检查；配备医护人
员 310 人，救护车 30 辆，开办了日马医疗训练班，进行了意外事故医疗救护演习；赛事期间，相关单位
在赛程沿线准备了大量急救药物，设置了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等急救设备，也按照一定间隔安排了志愿
者来帮助实施救护与保障赛程的正常运行。结合调研信息，此次赛事相关人员的安保工作以及道路清查
防阻工作到位，效果显著，达到了仅有 4%的受访者认为赛事相关服务措施不完善的成效。也由此得见，
马拉松赛事促进了日照市交通、环保、安保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规避了因流动人口突增而造成的大
面积交通堵塞，促进了日照市城市发展和旅游管理措施的完善。

4.2. 日照马拉松环境效益的评价
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必要的生存条件，为人类经济发展提供支持条件的同时，承担着人类社会活动
的后果。马拉松赛事期间短期大幅增长的流动人口势必会产生关于环境污染的困扰，给环保工作带来障
碍。日照是滨海城市，且马拉松赛道为沿海赛道，赛事终点设置在海边的万平口景区。若相关部门环保
措施的制定与实施不及时、不准确，则极易造成沙滩污染与水污染。
赛事开始前相关单位多次组织现场勘察，对赛程沿线路段及周围环境进行了全方位视察、修整、绿
化美化，环境保护工作到位，避免了大范围的环境污染；赛事准备期间印发的《2019 日照国际马拉松组
织筹备工作总体方案》中有关环境美化与保护的规定也进一步完善了环保措施；在对参赛者、陪同人员
及观看者的采访中发现，对于此次马拉松期间环境保护方面的成效大都持肯定的态度，更有资深马拉松
爱好者表示日照在打造“最美赛道”方面的效果显著，赛道有着日照清新空气、优美环境的特色。
综合来看，赛事期间并未出现大范围的环境污染，各部门在此方面的工作效果显著。可见，日照国
际马拉松的举办对本市环境的优化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本次赛事是对日照城市特色与民俗风情、城市规
划与管理的全面展示，上到政府单位、下到普通市民都为维护家乡良好形象自觉贡献力量。参赛者及陪
同者近至本市、远至异国，囊括范围之大、之广迫使这块展示平台必须做到最精最好，由此就必须对映
入外乡人眼帘的第一幕、对城市的第一印象——城市环境做出最大力度的整改，赛道周围、旅游景点为
重中之重，这使得环境效益得到提升，促进了城市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

4.3. 日照马拉松文化效益的评价
日照市拥有大量饱经岁月积淀而独具满魅力的民俗文化。已有 5000 年的历史积淀日照黑陶文化是
“龙山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充实多元化城市文化底蕴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日照茶文化发展起始
较晚，但是旅游开展的区位优势明显，目前日照茶文化旅游在国内旅游市场上已经具备一定的知名度[15]。
除此之外，日照还是太阳文化的始源地，至今仍保留着过“太阳节”的风俗；日照还有独具韵味的民间
美术作品——日照农民画，有精美的工艺刺绣和精致的日照石刻等文化产物。这些厚重的民俗文化元素
是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经过开发与宣传，它们能被打造成日照的文化名片，对充实多
元化城市文化内涵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当地政府肯定了旅游业对日照经济强有力的带动作用，现已将
旅游业定位为日照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之一，在打造独具日照特色的城市旅游品牌时特别注重传统文化旅
游市场的开发。作为国际性的大型体育赛事，日照国际马拉松无疑是宣传日照城市文化、发展文化旅游
的良机。
此次赛事以赛为媒，致力于提升城市对外形象，传播城市文化。而表 1 结果显示有 24%的受访者认
为本次马拉松赛的文化旅游特色不鲜明，说明日照马拉松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发挥出了丰富本土文化内涵、
传播城市文化的作用。但也说明马拉松以及日照市缺少极具标志性的文化因素或者说日照马拉松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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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影响力度还是太小，以及赛事中的城市文化宣传工作效果不佳。在对非日照本地参赛运动员及其陪
同者的采访中发现大部分人对日照文化特色的整体认知只限于日照海洋文化、日照茶文化，而对于日照
黑陶、工艺刺绣、石刻等传统文化元素知之甚少，且在马拉松赛举行期间能够较深刻体会到的也就数海
洋文化了，这表明此次马拉松并没有产生在充实与传播多元化城市文化方面应有的效果。因此，日照马
拉松旅游效应在提高日照城市知名度和曝光度、宣传和充实日照多元化的城市文化内涵和打造日照专属
的城市品牌方面效果有待优化，而借助马拉松宣传日照文化、进一步促进文化交流、丰富城市文化内涵
的工作仍要加大力度。

4.4. 日照马拉松经济效益的评价
4.4.1. 参赛者消费支出
问卷中设计了题目：您因为日照马拉松而产生的休闲娱乐及观光购物支出约为多少？以此题目所得
数据可对 2019 年日照国际马拉松带来的经济效益进行估算。考虑到日照市内与市外参赛者在参赛交通、
参赛期间的住宿、餐饮、娱乐观光等方面消费支出差距较大，因而在分析参赛者消费支出情况时将对日
照本地参赛者与日照市外参赛者加以区分。
本次调研中日照本地参赛受访者为 104 人，所得消费支出数据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f local runners of Rizhao international marathon in 2019 (n = 104)
图 1. 2019 年日照国际马拉松本地参赛者消费支出(n = 104)

如果此次马拉松日照本地参赛者消费情况也按照此人数占比计算，且消费 500 元以下按照 500 元、
5000 以上按 5000 元、其余按中间值计算，则 2019 年日照国际马拉松本市 6606 位参赛者为日照经济增
长贡献金额在 4,541,625 元左右。
本次调研中日照市外参赛受访者为 161 人，调研所得消费支出数据如图 2 所示。
如果按照前述本市参赛者消费支出的相同计算方法，则 2019 年日照国际马拉松日照市外 6394 名参赛运
动员为日照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在 6,138,240 元左右。
综合对日照市内外参赛者消费支出的不完全统计，在赛事当天，马拉松运动员凭有效比赛凭证可享
有日照各景点的入内折扣，吸引了近两万人来本市游览观光，促进了旅游经济的增长。本次参赛者及陪
同人员在日照的消费直接带动旅游、住宿和餐饮等行业经济增长近一亿元，数值较为可观。但是，据数
据统计，2019 年日照市接待游客 5404.30 万人次，而 2019 年日马吸引的游客近 2 万名，在月均游客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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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占比不足 0.45%；2019 年日照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1949.38 亿元，则均值月 GDP 约为 164.45 亿元，旅游
总收入 425.60 亿元，月均旅游总收入为 35.47 亿元，而 2019 年日照马拉松旅游效应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
只近 1 亿元，在月均 GDP 中占比 0.61%，月均旅游收入中占比不足 2.9%。相比之下马拉松给日照旅游业
进而给日照市带来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并不大，马拉松旅游效应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水平有待提高。

Figure 2.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f runners outside Rizhao international marathon in 2019 (n = 161)
图 2. 2019 年日照国际马拉松市外参赛者消费支出情况(n = 161)

另外，润峰建设集团为 2019 日照国际马拉松赛事总冠名商，除赛事冠名商外，荣耀赞助商三席，官
方赞助商八席，2019 日照国际马拉松还有 8 家官方供应商为赛事做好全程赛事保障服务。作为金牌赛事
的日照国际马拉松，已具备了较高的知名度和较强的感召力，拥有了大量的忠实粉丝。企业赞助赛事对
于粉丝来说是感情投资和信誉投资，能够快速而有效地将粉丝对日照国际马拉松的热爱转换为对企业文
化长期的认同感和对相关产品的购买力。因而，作为马拉松旅游效应的间接的经济效益，日照国际马拉
松给赞助商及相关企业、行业带来的销售收入的增加是较为可观的，且相较于直接经济效益持续时间更
长。历经进入市场、融入市场、开拓市场等阶段，有了多年市场经验后，日照部分企业也逐渐意识到体
育赛事赞助的营销方式逐渐成为了促进企业进步和宣传企业品牌、提高品牌影响力的重要措施。
由于多数日照市外参赛者出于旅游观光等目的在马拉松结束后会稍作停，所以在对市外参赛者的问
卷调查中又设计了“您本次参加马拉松准备在日照市停留几天”一题，所得停留时长情况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ime span of outside runners staying in Rizhao (n = 161)
表 2. 日照市外参赛者停留时长(n = 161)
停留时间

人数

人数占比

1~3 天

152

95%

一星期

7

4%

更长

2

1%

由此可得，有 95%左右的市外参赛者选择在日照的停留时间为 1~3 天，而 2019 年日马在 10 月 12
日、13 日于日照会展中心发放参赛物品，马拉松赛于 14 日正式开跑，共持续 3 天，停留期间流动人口(主
要包括外地参赛运动员及陪同者)在餐饮、住宿、出行、观光、购物等方面的消费均可为日照带来经济增
长。但综合来看，日照马拉松赛事期间，由于马拉松赛事的观赛吸引以及部分同为游客的运动员及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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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使得旅游人数产生小幅度增加，但马拉松过后的余热持续一段时间后就将消失，而实际上这段时间
是比较短的，旅游人数总的来说增长幅度不会特别大。这也印证了前文得出的因赛事而接待的游客近两
万的数值不足全年月均游客人数的 0.5%，进而马拉松给日照市带来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并不大这一结论。
4.4.2. 参赛者对日照马拉松赛事及旅游的相关意愿分析
对于问卷中“如果条件允许(体力、时间、财力等)，您还会参加日照国际马拉松吗”、“您愿意向其
他人推荐来日照旅游吗？”以及针对市外参赛者的“今后一年您是否愿意来日照旅游度假？”问题的调
研结果如表 3、表 4、表 5 所示。
Table 3.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marathon again (n = 264)
表 3. 对马拉松赛事的再次参加意愿(n = 264)
再次参加意愿

会

不会

不一定

人数

246

4

14

占比

93%

2%

5%

Table 4. Willingness for Rizhao tourism in the next year (n = 161)
表 4. 对今后一年来日照旅游的意愿(n = 161)
日照旅游意愿

非常愿意

愿意

不太愿意

非常不愿意

人数

49

106

6

0

占比

30%

66%

4%

0

Table 5. Recommend willingness to visit Rizhao (n = 264)
表 5. 对来日照旅游的推荐意愿(n = 264)
推荐意愿

非常愿意

愿意

不太愿意

非常不愿意

人数

113

149

2

0

占比

43%

56%

1%

0

结果显示受访者中 93%的人会再次参加日马、96%的人愿在此后一年来日照旅游、99%的人有意向
他人推荐来日照观光，且万平口海滨风景区、日照海洋公园、五莲山风景区等为参赛运动员及陪同者普
遍称赞并予以推荐的优质景点。一个城市的魅力在于吸引人、留住人，从本次调查数据来看，日照显然
做到了这一点。部分参赛者因日照的独特景色及丰富的旅游项目而热爱参加日照马拉松赛，另有部分参
赛者因参加日照马拉松而喜欢上来日照旅游，由此两者相互支持，形成了日照马拉松与日照旅游业之间
的互动。近年来，日照茶博会、小金钟音乐会等活动相继举办，使得日照特色文化有了更多的对外展示
方式及机会，也使得人们了解日照文化的娱乐方式日渐增多。预计在多元化娱乐方式的助力下，未来日
照国际马拉松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参赛人员，且会通过马拉松旅游效应吸引更多的游客，使得旅游消费增
多，带来的经济效益也越来越大，马拉松旅游效应经济效益将呈增强趋势。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从社会效益方面来看，日照马拉松旅游效应切实加强了政府沟通、协调、管理等
多项职能，完善了城市安保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当地居民对赛事的关注度与参与度，但促进体育旅
游的大众化进程作用不强，效果有待优化。环境效益方面，完善了环境保护措施，可有效促进日照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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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日照马拉松旅游效应拥有传播城市文化、展现城市形象并充实多元化城市文化内
涵的文化效益价值，但效果不太理想，需加大此方面工作力度。从经济效益方面，马拉松旅游效应为日
照市相关企业带来了可观的、持续时间较长的后续间接经济效益，为旅游业及相关产业带来的直接经济
效益可观但持续时间较短。

5.2. 政策建议
5.2.1. 加大马拉松赛前宣传力度，并在宣传中体现日马特色，吸引更多参赛者及游客
调研发现，70%的受访者认为本次日照国际马拉松的宣传力度有待提高。本研究结合受访者建议提
出以下方法:采用多样化的宣传形式，通过相关网站、公众号及本地广播媒体等平台及时持续地对马拉松
进度进行报道，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同时张贴宣传海报、向居民派发观赛守则提示宣传页；拓展宣传
阵地，不仅在马拉松起终点广场处张贴相关宣传牌、宣传海报等，还应采取在赛事沿线路段、政府、主
要单位、大型广场等公众场合的显示屏上持续放映日照马拉松推广语，在日照市区的街头巷尾设置宣传
幅等方式增大宣传力度；宣传中加入日照马拉松特色之处，如各部门倾心打造的日马最美赛道，完赛帽、
完赛拖鞋等完赛纪念品，日马特色奖牌，终点特制的海鲜粥等。
5.2.2. 相关部门做好沟通工作，及时对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章程，赛事举办地相关部门要在马拉松举办期间对
部分交通道路进行暂时地管控。因此，就要求相关部门及时明确比赛路线所包含的道路，完善沿线环保、
安保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在赛前通过在日照当地电视频道、相关公众号上发布道路管控的动态及
张贴公告等方式及时向公众表明情况，避免因公众不知情而在赛事期间造成的道路阻塞。
5.2.3. 组织文明观赛，自觉保护环境
鼓励大众居民提高对马拉松的关注度与参与度，踊跃投身其中；避免因观赛而任意穿越正常通行的
路段，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维护正常路段有序的交通运行；要自觉保护赛场环境，爱
护沿途景物及相关设备，收好个人物品、垃圾及时入桶，以身作则，弘扬正能量；以展现日照市民的高
素质形象为使命，提升自身素质，在赛事期间于规定区域内文明观赛，热诚地鼓励、服务参赛者们，展
现良好的日照城市形象。
5.2.4. 给予参赛者经济上的优惠如餐饮住宿方面的折扣
政府相关部门联系合适的餐饮住宿业企业，与他们开展合作，开展参赛者接待工作。参赛者凭有效
参赛证明住宿、就餐可享有一定的折扣，如此既能形成日马又一特色，吸引日照市外参赛者的参赛积极
性，同时又能扩大消费、给企业带来短期较大利润。
5.2.5. 在奖牌的设计上匠心独运，突出日照市的城市文化特色与资源禀赋
本次马拉松调研分析得见，36.54%的受访者认为本次马拉松赛事的文化旅游特色不够鲜明。实现文
化充分渗透到赛事的整个进程中就要抓住较为关键的环节。奖牌的设计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举办地的
象征，给予了每个举办地充分发挥的空间。日马奖牌一直在传承中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但体现出的
特色都是较单一的。日照濒海而建，海洋文化广知于世，而外地人对于日照的“黑陶之乡”城市形象以
及日照的全球茶学家共同认可的三大海绿茶城市之一的定位却不甚了解。为进行黑陶文化和茶文化的宣
传，可将奖牌的材质用黑陶或浓缩的绿茶代替，以此为基础在奖牌结构上做文章，如此可形成日马新特
色，形成对参赛者兴趣的吸引力，促进日马及日照旅游业的发展。也可将黑陶制品及日照绿茶作为奖牌
之外的附加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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