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rn Management 现代管理, 2019, 9(4), 462-466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19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mm
https://doi.org/10.12677/mm.2019.94057

Research on Supply-Sid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f Fitness and Leisure
Industry in Shaanxi Province
Lu Cao
Xi’an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th

th

th

Received: Jul. 24 , 2019; accepted: Aug. 6 , 2019; published: Aug. 13 , 2019

Abstract
The fitness and leisure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in China. Taking sports
as the carrier, 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sports experience and focuses on participation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public. Taking Fitness and leisure industry in Shaanx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s, with the help of our fitness and leisure industry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fitness and leisure industry in Shaanxi, gives the
supply side reform related concept, and expounds the current fitness and leisure industry in
Shaanxi supply sid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reform of structure optimization. Specific solution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are put forward t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itness and recreation industry in the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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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健身休闲产业是我国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体育运动为载体，注重运动体验，重在参与，促进大
众身心健康的和谐发展。以陕西省健身休闲产业为研究对象，本文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借助我国健
身休闲产业发展大环境，分析了陕西省健身休闲产业发展现状，并给予供给侧改革相关理念，阐述了当
前陕西省健身休闲产业供给侧改革结构优化中存在的问题，针对性提出解决和优化策略，期望能够为本
省的健身休闲产业可持续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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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陕西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及挖掘的重要省份，依托特有的自然文化，为推动全民健身，陕西省体育
主管部门打造“六大全民健身重点工程”等多个与健身休闲产业发展相关的项目，对于创新和落实陕西
省健身休闲产业的融合发展提供理论基础。推动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优化，不仅为健身休闲产业发展提
供保障，同时能够促进健身休闲产业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陕西省此前在《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
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指出[1]，要在 2025 年健身休闲产业总规模突破 1000 亿元大关，基本形成布局合理，
功能齐全的健身休闲产业，同时也提出，促进体育消费，实现健身休闲产业的转型升级，为陕西省健身
休闲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对于全省健身休闲产业发展，优化供给侧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2. 陕西省健身休闲产业现状
2.1. 产业规模效益
近五年以来，陕西省健身休闲产业规模逐步扩大，
2015 年陕西省健身休闲产业规模达到 195.36 亿元，
增加值为 80.34 亿元，从 2015 年往后，每年都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2019 年截至，陕西省建设休闲产业
规模达到 600 多亿元，产业规模再次实现跨越级增长。具体数据信息如下图 1 所示。随着陕西省人均消
费的增加，截至 2018 年，人均 GDP 持续稳步增长，已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基于此，为大力发展陕西
健身休闲产业，适应供给侧改革的要求，陕西省规划在 2025 年实现健身休闲产业千亿规模。

2.2. 健身休闲产业体育场馆建设现状
当前，陕西健身休闲产业中，所经营的运动场馆布局全面，涉及到乒乓球、羽毛球、篮球、足球、
篮球等体育运动场馆达到 500 多处，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性上升，此外极限户外运动场馆、滑雪、游泳
馆等场馆设施达到 200 多家，基本可以满足全省健身休闲产业发展的硬件需求。“十三五”期间，全省
共投入在相关健身休闲产业场馆经费达到 10 亿元，新增的场馆及健身休闲产业配套设施打 35 座，围绕
平衡城乡健身休闲产业的发展，目前已经建成乡村级健身休闲产业场馆约 5000 个，省体育局还提出了基
于“体育惠民五大工程”建设及筹划理念，为带动全省健身休闲产业的长远发展注入新的动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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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tatistics of fitness and leisure industry scale and added value in
Shaanxi province from 2015 to 2019
图 1. 2015~2019 年陕西省健身休闲产业规模及增加值数据统计

2.3. 健身休闲产业发展地域特色
陕西省交通四通八达，地域特色明显，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外交互连接的立体化交通不仅方便人
们出行，还构建了立体空间式的健身休闲产业的相互交流。例如，以秦巴山水为地域特色的健身休闲产
业项目；在陕北地区，以榆林为代表的沙漠体育休闲旅游、黄河旅游带等健身休闲产业项目；再比如，
在关中地区盛行的当地跳绳比赛，太极拳及球类运动等，都渗透了当地的文化传统和地域特色，借助当
地的地理位置及文化交流发展现状，开发适宜当地居民生活，促进娱乐的健身休闲产业发展模式，使得
参与健身休闲运动的人们数量不断增加。
此外，从陕西省社会健身休闲体育组织的发展来看，发展态势良好，以培训的各级健身休闲产业体
育指导人员来看，2018 年，总计培训人员超过 1 万名，且包含国家级、一级、二级和三级(具体数据见下
表 1)，还包含得到社会认证的体育指导员超过一万名。在具有法人性质的健身休闲产业运营单位中，共
计相关组织或者单位的数量超过 2000 家，分布在陕西各个省市区域，全省的各类健身休闲参与的社会会
员人数超过 200 万人。
Table 1. Statistics of the number of sports instructors in the fitness and leisure industry of Shaanxi province who received
training in 2018 (person)
表 1. 陕西省 2018 年接受培训的各级健身休闲产业体育指导人员统计数量(人)
级别

国家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总计

人数

156

3865

3968

8943

13932

3. 健身休闲产业供给侧改革实现目标及内涵
供给和改革是相互关联的，通过市场调配，提高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并依据改革创新的方法，调整
各个需求要素之间的关系，使得供给效率更高，进而减少供给过程中的无效性。因此，健身休闲产业的
供给侧结构优化所实现的目标就是借助健全的政策、资源、文化、创新技术及人力资源等优势，强化健
身休闲产业的引领作用，提升健身休闲产业的互联网技术，实现共享化的健身休闲产业发展模式，例如
借助“云平台”将健身休闲产业与娱乐文化、体育运动、体育赛事等各个领域相互结合，推动健身休闲
产业的稳定可持续发展[3]。

DOI: 10.12677/mm.2019.94057

464

现代管理

曹璐

分析健身休闲产业供给改革的内涵，就需要清晰的掌握供给的内容、主体、供给的模式和方法、供
给环境的优化等。明确供给内容是健身休闲产业供给侧结构优化的重中之重，其不仅能够丰富整体供给
内容，还能够充分的利用优势体育资源，注重“互联网 + 体育”的创新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为发展健身
休闲体育运动格局创造良好的环境。健身休闲产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与地域文化特色、地理位
置、文化、旅游、互联网技术、教育等具有密切关系，在供给侧结构优化的过程中，必须要保证各个层
面的顺畅运行，否则会导致健身休闲产业的供给效率及质量不能够满足大众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4. 陕西省健身休闲产业供给侧结构优化途径
4.1. 充实供给内容
供给内容的丰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需要根据供给侧结构优化的实现目标，结合陕西省健身休
闲产业发展现状开展和实施。当前，陕西省健身休闲产业发展过程中，在供给内容上缺口较多，不够完
善，主要应从以下几个途径着手：其一，提升健身休闲类体育运动场馆的使用效率。当前陕西省健身休
闲类运动场馆数量上基本可满足社会需求，但是从对外开放量上仍不足，因此需协调各边关系，简化场
馆开放手续，扩大开放面，提升运动场馆利用率[4]。其二，创设“健身休闲 + 旅游”的新运动模式。
借助陕西省优越的旅游资源，以区域化文化特色为主，推出特色化的旅游项目，并将健身休闲运动的元
素融入其中，例如汽车自驾游、户外自行车赛等，还可以开发和建立健身休闲旅游小镇，建立以健身休
闲为主题的旅游民宿酒店等。其三，要与具备地域特色的体育文化相融合。健身休闲产业的供给内容的
丰富与体育文化是离不开的，人们对于健身休闲运行项目的需求具有多元化，而地域文化也具有多元化，
因此如何将两者进行搭配和补充，成为满足人们健身休闲需求的关键，也是丰富供给内容的基础。

4.2. 供给主体格局的优化
当前，陕西省健身休闲产业的发展目标和思路明确，主要任务是营造全省健身氛围，普及日常健身，
例如举办了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一带一路”国际体育交流会议等，为实现供给格局的优化提供了条
件。在优化供给主体格局的过程中，应遵循“政府引领、市场主导、社会参与和效益优先”的原则，不
断加快和推进供给侧结构的优化。
其一，在政府引领环节中，提出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发展会运动，提升
健身休闲产业发展的目标。加大冰雪运动、山地户外运动、水上运动、汽车摩托车运动及航空运动等的
资金投入，充分挖掘具有地方特色文化的健身休闲运动资源，打造特色化的运动品牌[5]。其二，市场主
导层面。应突出健身休闲产业市场主导层面的作用，加大市场主导的投入力度，协调好各方利益链之间
的关系，积极打造适应当地特色文化健身休闲产业品牌，营造良好的健身休闲产业发展形象；其三，加
大社会参与。整合健身休闲产业发展的各种资源和优势，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和社会体育运动团体之间的
优势，营造全面健身的休闲产业环境；其四，树立效益优先原则。社会健身休闲产业的发展应避免参与
经济运营，坚决抵制价格战，将服务模式与社会大众的健身休闲运动紧密结合，不能够对其进行经济方
向的延伸，应改善管理水平，加大对经济效益的关注力度。此外，在健身休闲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应与
当地的旅游资源文化相融合，大力开发“健身休闲 + 旅游”等项目，结合当地自然资源，创新社会发展
效益，促进生态效益的不断完善。

4.3. 构建供给互联网平台
陕西省建立了“一网一号一端”(健康陕西网、微信公众号、微博、APP)，将需求健身人群、开放的
运动场馆、健身休闲设施及赛事活动、转播等体育资源融合为一体，构建了健康化、智能化、掌上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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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休闲产业互联网发展模式。但是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市民参与度较低，互联网共享平台的宣传和
普及效率不高，导致健身休闲产业的互联网发展难以满足现状需求。例如现在运行较为成熟的“互联网+”
技术，就是借助互联网实现掌上阅读，将相关的健身休闲信息迅速散播，并形成整体化分享的模式，在
健身休闲产业的互联网共享模式发展中，可以充分的结合此类技术，结合科研优势，实现信息共享。陕
西省高校的科研能力明显，应切实按照健身休闲产业发展的方向，将技术创新与科研结合起来，大力发
展互联网线上服务，使得健身休闲产业消费者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平台，实现互利互惠[6]。
此外，应该改善健身休闲产业供给环境，一方面应优化当地健身休闲产业的发展环境，对健身休闲
产业中需求的器械、设备等硬件进行升级改造，必要情况下可以进行购置新的器械等；另一方面，要加
大健身休闲产业运营技术人员的培养与选拔，发挥改善健身休闲产业供给环境优化的优势。

5. 结束语
综上，陕西省健身休闲产业的发展已经得到政府的重视和政策上的支持，如何在供给侧结构优化的
大环境下，平衡供给质量和效率，让更多的健身体育运动需求者和爱好者能够享受到更好的体育设施和
运动环境，从而吸引更多人参与健身休闲运动中，是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基于此，应在优化
供给侧结构上下功夫，完善健身休闲产业发展理念，创新健身休闲产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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