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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西安市体育特色小镇建设及管理的策略 

刘 佳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陕西西安 

【摘要】近年来，由于国内消费大众对体育旅游和休闲的持续青睐，特别是特色体验的关注。因此，

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法、调查法等，就“健康中国”背景下的，以及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在陕西成功举办

的契机，针对西安市体育特色小镇建设的过程里，同时体育特色小镇在推动当前城镇化建设的新动能，城

乡建设以及供给侧改革层面将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同时我们从产教融合、产业融合的角度出发，概述体

育特色小镇的发展状况，同时又从多个维度来论述体育特色小镇的发展策略和建设方式。最后，我们应当

对于体育特色小镇的体系搭建、产业链的完善、特色体育文化传播等加大关注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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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nalysis of the strateg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sports towns in 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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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continuous preference of domestic consumers for sports tourism and 

leisure, especially the attention to characteristic experience.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through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d data, survey method, etc.,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ealthy China" and the opportunity of the 

successful holding of the 14th National Games in Shaanxi, aims at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sports town in Xi'an, 

while sports Characteristic towns will play a pivot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new kinetic energy of the current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and supply-side reform. At the same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industrial integration, we outline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towns, and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construction methods of sports town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Finally,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sports characteristic town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characteristic sport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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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广泛

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同时 2021 年总书记在陕西考

察时指出“办一届精彩圆满的全运会”，大力推动

全国冰雪运动的开展工作，建设体育强国的建设工

作，期待今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生理圆

满召开。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体育的嘱托，

我国的体育特色小镇建设的定位已特别鲜明，体育

小镇的建设必须融合体育特色来拉动，我们必须着

眼于体育相关产业的良性发展和经济环境的发展，

必须因地制宜的制定切实可行的，贴合我们国情和

人民需要的中国特色体育小镇的建设。自 2016 年至

今，陕西省、西安市均在摸着石头过河，积极的探

寻符合当地的与新城镇发展相融合的产业新布局，

同时也与红色旅游相结合的新业态。基于新的体育

产业和体育特色小镇政策的利好下，同时借助成功

举办全运会的经验和资源体育特色小镇将在陕西

省、以及西安市域的体育产业中份额不断提升，同

时促进体育特色小镇的创新融合发展。 

1 体育特色小镇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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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我国小康社会建设的阶段，体育特色小

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体育特色小镇在推

动当前城镇化建设的新动能，城乡建设以及供给侧

改革层面将具有举足轻重，以体育的产业作为其核

心，有关产业项目作为载体，紧紧围绕着“S-H-T-C”

等观光和养老、康养等的多产业集合的互融激活，

同时将相关创新研发转化为产业成果，开创独具体

育特色的文化、以及精神特质的体育特色小镇的打

造，进一步促进老百姓健身发展、以及体育各个产

业相融合的的基地。 

截止当前，陕西省市均出台有相关的规划和目

标，加快六个体育特色小镇的建设计划。比如，2017

年陕西省批复的宝鸡金台功夫小镇的建设，主要是

围绕中华传统武术展开，将武术和太极拳赛事完美

的和户外休闲娱乐紧密结合，积极推动周边产业的

发展；同时还有“铜川照金”红色旅游小镇，在游

客参观红色革命基地的同时，积极地引入了户外定

向运动、马拉松健身跑等体育项目，特别是冬季开

展的照金滑雪比赛项目，更加将体育项目和红色旅

游融合，进一步完善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小镇的

健康发展；自从 2017 年 5 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

《关于推动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工作的通知》以

来，总局向社会发布了首批九十六家特色小镇试点

单位的名单，而且还明确了体育特色小镇相关的试

点内容和任务。从名单中可以看到，全国各省市、

以及自治区均有体育特色小镇的入选，而且几乎所

有的申报单位均是建立体育特色小镇为目标的[1]。

与此同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体育小镇的特色建

设成为其最关键的一部分，而且相关省份的体育特

色小镇建设已经取得不错的建设效果和成效。西安

应当借助成功举办全运会的体育场地设施，加快综

合利用发展阎良极限攀岩场地体育设施结合中国飞

机城参观旅游，更好的加快产业和极限场地的利用，

推动当地体育产业和工业的融合，以此吸引航空体

育爱好者、极限体育爱好者等，举办不同形式的攀

岩赛事；以及秦汉新城马术场地，应当积极开发相

关体育赛事活动，特别是利用好马术的十四运会场

地设施和知名度，积极打造马术与观光旅游的特色

体育项目，进一步推动马术项目的发展；与此同时，

西咸新区也应加快西咸新区小轮车场地的开发利

用，也可加推小轮车全国赛事等，盘活体育资源加

快结合旅游观光，助推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进一步

开创“体育特色+观光”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全运

会的主场馆西安奥体中心场区，位于国际港务区，

地理位置优越一场二馆，可以借助一流赛事一流场

馆承办国际大型赛事，进一步加推国际港务区体育

特色区位的建设，进一步利用紧邻临潼兵马俑世界

八大奇迹的优势。推动“企业+体育+旅游”特色小

镇的建设工作[2]，进一步打造西安充分利用全运会

场馆资源，打造成为体育赛事加旅游，以及城市马

拉松赛事的设立，打造全国知名度和老百姓休闲旅

游的永久打卡地，并且进一步完善相关体育服务产

业的发展。也可以利用西安秦岭滑雪场、秦岭高尔

夫球场、秦岭四宝科学园等，通过“政府+企业+旅

游”共同融合打造休闲娱乐旅游或者亲子运动体验

的特色体育小镇的建设。 

2 体育特色小镇的发展意义 

现如今社会，体育能够给大部分的产业带来流

量和关注度。特别是在体育+旅游相结合的层面，

以往的旅游正在逐渐向现代体验式和沉浸式的旅游

转化，以及在旅游项目的开发和运营中，体育因素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3]。以及近些年兴起的体文

旅项目的开发与建设，体育文化节、传统的体育文

化庙会等大型活动的开展，均对于该地区的特色民

俗传统文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广和宣传的作用，尤其

是近年来的体育嘉年华项目，以及每年幼儿趣味体

育活动的嘉年华项目等，均体现出了“运动活动赛

事搭台，各产业联合唱戏”也成为一种潮。可见，

体育特色小镇是集 :“Tourism, Culture, Industry, 

Community”于一体的多功能业态发展、创业、创

新发展的新形式。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普通大众对

于体育文化方面的需求的不断增加，急需要体育特

色小镇这一模式来服务和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的措

施，同时也是我们和谐发展的一个方式。国家体总

层面认为，在我国各地建设体育特色小镇有益于改

善贫困地区产业的供给侧改革，增强公共惠民体育

服务的供给，有利于进一步贫困地域经济发展、改

变第三产业的比重、提升当地百姓的收入、有利于

新型城镇化的的建设和落地。更好的运用体育的内

在优势，推动体育特色小镇的建设，也是一箭双雕

的利事，一方面可以推进我国基层百姓健身事业的

深入、另一方面加快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健康中国

相融合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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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体育特色小镇发展策略 

针对体育特色小镇的发展策略，首先应该对于

体育特色的“特色”认知，不能搞同质化的照搬，

搞重复建设，主要还是从小镇的“Industry, Iandscape, 

Culture”三个层面出发；与此同时，小镇的建设发

展还要围绕特色二字进行，这也就不会导致同质化

发展的关键。体育特色小镇的发展均离不开与当地

产业结合、与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对接、以及符合

“健康中国”理念和全面健身相融合。阎良石川河

极限运动中心应打造以赛事为主——航空旅游为辅

的国内极限航空旅游运动休闲区。特别是在区域发

展的定位上面，不但要走“体育赛事＋航空旅游”

的产业合作方式、对接新型城镇化之外，还要推进

“健康中国”以及全民健身的样板。 

我们要借助阎良极限运动中心和航空产业进一

步深挖内涵文化发展，针对项目的由来、现在的发

展、远景规划等等要用有全方位的、思路清晰的、

科学系统的展现，进而形成具有当地体育特色的品

牌。同时加大引入国内外极限运动品牌赛事，进一

步强化其在区域内的和国际上的拳头运动休闲赛事

特色。目前的体育特色小镇建设和国家新型城镇化

的发展相互结合，有益于改善贫困地区产业的供给

侧改革，增强公共惠民体育服务的供给，有利于进

一步贫困地域经济发展、改变第一、二、三产业的

比重、提升当地百姓的收入、有利于新型城镇化的

的建设和落地。以阎良石川河极限运动中心村镇体

系结构为框架，可以合理地配置各种资源的开放及

其利用，加快区域内的资源互通互享、公共设施的

共建共用，减小资源的闲置，加快环境资源、社会

经济的融合发展，进而推动阎良富平区域经济一体

化的科学持续发展。 

3.1 体育小镇与“健康中国”结合 

第十九届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到“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将纳入国家发展的基

本方略[5]。在这个大背景下，体育小镇建设正与健

康中国的理念相融合。与此同时，推动全面健身的

最终目的就不仅仅从生理方面来解读，也要注重心

理健康的发展。特别是健康中国理念被写入体育特

色小镇的建设规划，这是从体育竞技和体育休闲观

光两个方面来打造建设这一相互融合的特色小镇。

特别是运动体验式项目的目标，更是从“Health, 

Sports, Ecology，Art”相互融合为一体的休闲娱乐

小镇。这也是从健康中国的大背景下出发，开创“健

康身体”、“健康心理”的发展目标标定。与此同

时，竞技体育活动能够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参与进来

的热情和兴趣，并且也开发面向普通游客人群的极

限运动项目。 

3.2 政府部门要制定战略与规划，引导小镇可

持续发展 

目前在国家政策的引领下，体育特色休闲小镇

的发展形式一片大好，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仅仅是

初级阶段与国外的体育特色小镇相比较，差距还是

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在开发建设体育特色休闲小

镇的同时，必须要制定出远景的规划和产业发展布

局，统筹体育、经济、生态、社会多方面进行开发。

特别是在现代城市多维空间发展的打造上：建设智

能化体育休闲特色小镇，为小镇的观光旅游、物流

运输、网络互联、食宿交通等方面奠定扎实的基础，

同时也为村镇解决就业和分工协作上的便捷，加快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落地。特别是当今社会品牌

效应下：体育特色小镇成为当下城市居民健康生活

的代称，也是人民群众体育需求的主要展现，特别

是能够推动小镇周边居民的生活质量、以及经济发

展，特别是乡村经济的振兴作用不可小觑[4]。 

3.3 为人民群众提供基础设施和体育公共服务 

我们应该通过体育特色小镇的建设加快全民健

身服务的大众化、普惠性、均等性。保障人民群众

的需求和体育运动权利，并且培训相当数量的社区

体育指导员，逐步推动人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建立

健全相关群众体育组织和法规，固定的群众体育竞

赛展演项目赛事等。我们不能将体育特色小镇作为

一个概念，应当让当地居民感受到体育活动带来的

乐趣和经济、文化的改善，积极地推动他落地生根

融入当地特色文化。与此同时，政府部门更应当加

快城镇建设有幸和无形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各级

路网、道路、电力、5G 网络等通信设施的搭建，减

小主城区和城镇郊区、以及特色小镇的时空距离，

配置起信息资源的共享共建共用模式。 

3.4 建立完善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保障体系 

建设体育特色休闲小镇的关键是政府政策、以

及项目本身的落地[6]。因此，必须要有完善的规划

制度作为保障体系。尤其是《关于推动运动休闲特

色小镇建设工作的通知》的相关内容要求，政府部

门要强化政策层面的引导、搭建协同产业平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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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保障基础；必须要遵循和发挥市场的决定作

用，特别是在资源配置方面，积极的鼓励、科学的

引导、以及真诚的支持相关企业、特别是社会资本

参建体育特色休闲小镇的开发建设。所以，我们在

建设初期就必须坚定不移的遵从政府部门主导、市

场化为主体的运作原则，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服务

保障和引导职能，使得民营企业更加灵活的按照市

场化运营，同时达成各方良好协同和利益共享的发

展模式。 

3.5 产学研结合、协同创新驱动、以及结合运

动、协同绿色发展 

西安市应当积极发挥区域内高校多、科研强的

优势，加快产学研布局，加快人才的储备，加快成

果转化的速度，进一步助推科技产业与体育特色小

镇建设的融合；产学研协同发展能够更好的服务与

社会的发展、进一步创新企业的技术发展、提升高

校教师的科研能力与水平、更深层次的提升学生的

实践和应用技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保障。经过和高校

的合作工作提升人才的引入，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

理念，制定更具有激励标准的考核制度，定期进行

人才学习交流，增强体育特色小镇的创新管理模式，

协同创新、协同各方资源加推体育特色小镇的特色

创新发展。建党百年，新的时期，老百姓的空闲时

间更充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期待，对健

康的生活方式更加期盼，体育休闲活动就成为人们

健身、娱乐身心的主要形式。迎来的新的休闲时代，

是的休闲体育特色小镇的发展与建设迎来了最好的

时期。 

4 结论建议 

基于 “健康中国”、“全民健身”、特别是陕

西全运会“全民全运”的大背景下，体育文旅作为

特色小镇的发展方向，深挖体育文化内涵，协同多

产业共同发展，进一步带动普通大众的体育需求，

推动体育产业消费升级转化，更细更全的整合体育

产业链条，以及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特别是区块

链概念的提出，更加推动“‘体育+’，‘+体育’，

‘+非遗’，‘红色旅游+’”等等均成为体育产业

的发展热点。体育特色休闲小镇的建设不仅仅能够

助推西安对全运会体育资源的利用新动能，也是协

同旅游城市资源的主要载体和平台。伴随着体育产

业和旅游产业的深入融合发展，进一步推动体育特

色小镇的开发和建设；同时，建设的同时还要贯穿

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坚持“特色”化开发和建设，

避免同质化等问题，打造出具有区域“精-强-美-智”

的西安体育特色休闲小镇集群，并且不断的辐射带

动周边全民健身事业的跨越式发展，积极融入健康

中的的理念，为西安的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健康发展

添加助推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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