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 天 下 2016年6月30日 星期四 15

四年一度的欧洲杯足球赛正在法国

如火如荼地征战，巴黎、里昂等主办城市

不少酒店旅馆已赚得盆满钵满。正在欧

洲旅游的朋友一个多月前预定法国酒店

时，发现普通经济型酒店每晚房价动辄

200 多欧元，比平时涨了不少。无独有

偶，今年奥运会举办地里约热内卢房价

更是涨得离谱。笔者半年前预定 8 月份

的里约酒店时，就发现房价暴涨了八九

倍，在订房网站上一些三星级酒店的房

价就要 5000 元人民币/晚，一个 8 人间的

客房每个床位每晚费用居然高达 1000

元人民币。不仅如此，预订客房条件还

极为苛刻，要求足额付款，备注为“不退

款”，如果改变住宿计划，预付的全额房

款就打水漂了。即便如此，里约还是一

房难求，不少酒店早早挂起“免战牌”，提

示“来晚了，客房已销售完毕”。

本来，体育是体育、经济是经济，两

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现实是，两者

已密不可分，体育赛事尤其是重大体育

赛事的影响力是商家津津乐道的。而经

精明商家的不断运作，体育赛事的经济

属性与日俱增，之前提到的法国和巴西

酒店房价就是最好的例证。体育赛事给

酒店旅馆业带来的影响最为直观。客房

还是那个客房，服务也是一样的服务。

仅仅因为季节的不同或重大赛事活动，

店家付出相同成本就有了不同的收益，

而赚取的是高额利润。

赛事带给举办地的还是多重收益，

大大促进了旅游等相关产业的繁荣。

据法国足协一位主管估计，本届欧洲杯

足球盛会预计将为法国带来 11.34 亿欧

元的收入，其主要来源是电视转播权、

广告、比赛门票、酒店住宿和交通饮食

等。另有专家预测，欧足联通过本届法

国欧洲杯赛获得的收入将高达 30 亿美

元。其实，比较一下上届欧洲杯的情

况，就能看出本届的端倪。数据显示，

2012 年欧洲杯赛让欧足联至少获得了

16 亿美元的赞助和电视转播收入，31 场

赛事平均每场入账超过 5000 万美元，吸

引了全球 1.5 亿电视观众，决赛观众更

是超过了 2.5 亿，电视转播收入累计达

到 10 亿欧元。预计，本届欧洲杯每场

直播观众将达 1.47 亿人次，累计观众达

66 亿人次。在“眼球经济”时代，几十亿

眼球带来的自然是滚滚财源。不少企

业纷纷登台亮相，宣传自己的品牌形

象。中国的海信电视，今年就首次携手

欧洲杯，在全球亿万球迷面前展示中国

品牌。

赛事搭台，经济唱戏。用体育赛事

来撬动经济杠杆，这就是现代赛事经济

的奥秘。体育赛事给当地经济带来的变

化主要体现在消费和投资两方面。先看

消费，体育赛事举办期间，会在举办地形

成大量餐饮、娱乐、交通、住宿、旅游等方

面的消费需求。这种短期内的集中消

费，往往能拉动赛事举办地当月 GDP 大

幅攀升。

再看投资。举办体育赛事，必须有

足够的体育场馆，尤其是大型综合体育

赛事，需要多种类型的比赛场馆。同时，

场馆周边的交通设施、居住设施也得相

应地改建或新建。在体育赛事举办的同

时，与之配套的各项服务也要跟上，以迎

接随之而来的大赛参与者和观众。这些

服务项目除了餐饮、娱乐等设施外，还包

括各色旅游项目。一个地区承办体育赛

事,尤其是大型综合体育赛事，会吸引从

政府到民间的大量投资，形成短时投资

爆炸式增长，推动地区经济迅速增长。

在法国成功获得欧洲杯举办权后，法国

政府及各举办城市共联手投入了 20 多

亿欧元用来新建和修缮球场，以及升级

改造周边基础设施。其中，场馆建造及

翻修工程就创造了 2.6 万个就业岗位，旅

馆及餐饮业、治安、信息科技领域则新增

了 2.8万个工作岗位。

值得一提的是，体育赛事对于举办地

的投资、消费影响将长期存在。体育赛事

过后，与赛事配套的各项投资还将在相当

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发挥作用。体育赛事吸

引的资金投入，最终会转化为大量的硬件

设施，留存于体育赛事的举办地，继续发

挥其功能作用。比如，北京奥运会后，水立

方、鸟巢等场馆，至今仍继续创造着经济

和社会价值。体育赛事还会给举办地形成

某种文化特征或有纪念意义的旅游名胜，

不断吸引新的消费者来享受赛事举办地

的文化盛宴和体育名胜。

体育赛事能够在短时间内刺激大量

消费，带动诸多领域增长，活跃经济。同

时，一些包括体育设施在内的基础设施

由此获得了长期改善，从而助力经济长

期发展，可谓一举数得，因而日益受到各

国重视和欢迎。

经营赛事一举数得
徐惠喜

6 月的青海山清水秀,迎来了最美
的季节。在前往青海湖的途中，穿着鲜
亮的自行车骑行者成为 109 国道上一道
独特的风景。这一切源于环青海湖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简称“环湖赛”)。

“环湖赛”自 2002年开始举办，至今
已举办 14 届，每年 6 月至 8 月间在青海
省环青海湖地区举行。该赛事已成为亚
洲第一、世界第四的顶级赛事。此项赛
事举办地青海的大美风光和独特人文景
观、适合骑行的道路交通，更使青海随之
成为自行车骑行爱好者的天堂。

经过多年运营，“环湖赛”不断提挡
升级，赛事经国际自行车联盟批准，已升
级为 2.HC 级，是亚洲顶级自行车公路多
日赛，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际性公
路自行车赛。

从“亚洲顶级”到“全民参与”，“环湖
赛”正在以更加亲和的方式、更加开放的
姿态面向全国和全世界。

2016 年 6 月 19 日，来自青海省体育
局的消息，“环湖赛”衍生的系列赛事“环
湖联赛”将从成都起步，经上海、无锡和
厦门至广州。来自全国各地的 400多名
骑行好手争相报名参加。

与此同时，“环湖联赛”的“姊妹篇”
环青海湖大学生自行车赛、环青海湖残
疾人自行车赛等，也丰富了“环湖赛”的
品牌架构，打造了赛事集群，完善了赛事
产业链条，为不同的人群提供了参与环
湖赛的机会。

青海省体育局办公室主任宋爱军告
诉记者,体育与文化、生态旅游可以相辅
相成。通过十几年的坚持，“环湖赛”由
弱到强，坚持体育与旅游、文化、环保跨
界融合，将一项单一赛事培育成为青海、
甘肃和宁夏各族群众全力支持的重大体
育文化活动，已成为业内普遍赞誉的赛
事。体育项目文化氛围的形成已超越赛
事本身，文化氛围的形成又为赛事进一
步创新发展提供了动力。

青海“环湖赛”在举办过程中特别注
重“赛事＋”，即以“环湖赛”品牌影响力，
带动体育与文化、旅游、传媒、商贸等相
关产业的融合发展。

位于青海湖边的达玉部落是为骑行
者服务的总驿站，创立于 2012 年 9 月，
沿青海湖 360 公里内分布有 4 个驿站，
用于服务骑行爱好者沿途的生活补给和
食宿。达玉部落运营总监吴平辉在接受

《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驿站从
2013 年开始营业以来，客流量逐年上

升，2015 年达玉部落接待人数达到 17
万人，其中租赁自行车环湖骑行的游客
达到 2 万人，年营业额 1600 万元。吴平
辉说:“这得益于环湖赛的品牌影响力，
使环青海湖骑行成为我国骑行爱好者的
向往之地，马上又到旺季了，今年网上订
单供不应求，新建的 4 星级酒店正在加
紧内部装修。目前，我们正在和供应商
讨论对策。”

记者了解到，今年的“环湖赛”由国
家体育总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青
海省人民政府、甘肃省人民政府、宁夏回
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将于 7 月 16 日
在青海省西宁市开幕，于 7 月 30 日在甘
肃省白银市闭幕。本届环湖赛申请参赛
的队伍达到 70 多支，比去年增加了 10

多支。“环湖赛”组委会最终确定了来自
世界五大洲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 23 支世
界职业队、洲际职业队 161 名运动员参
赛，为历届最大规模,参赛队伍的质量和
赛事的竞技性将有明显提升。国家体育
总局将“环湖赛”定为我国最高级别的 A
级赛事。

青海省以将赛事办成具有国际影
响、体现国际水平、具备中国特色的世界
大赛为目标，坚持政府主导、企业参与、
市场化运作的原则，不断推进赛事国际
化、专业化、市场化进程，积极探索体育
与文化、旅游、商贸等领域融合发展的路
径，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目前，以“环湖赛”冠名的体育赛事
活动达到 10 余场，衍生产品数量达到三

大类 20 余种，自行车骑行人数逐年攀
升。青海省体育局经过初步统计，全国
来青海骑行的人数从 2011 年前的 50
万 ，已 增 加 至 目 前 的 70 万 到 90 万 人
次。2016 年自行车骑行消费金额将达
到 1亿元，“环湖赛”产业链已初具雏形。

据统计，从 2012 年第 11 届环湖赛
到 2015 年第 14 届环湖赛，已累计实现
经济效益超过 10 亿元，媒体效益接近
15亿元。

青海省体育赛事管理中心主任汪宪
忠表示,今年 7 月份举办的第 15 届“环
湖赛”从赛事主题到线路设计，高度契合
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一带一路”建
设和“全民健身”战略，准确把握了时代
发展的脉搏。

青海:环湖赛带动跨界融合
本报记者 石 晶

对兰州人来说，2011 年以来一年一
度的兰州国际马拉松赛举办日正成为这
座城市的节日。6 月 11 日清晨 5 点，兰州
市民张巨明就起床收拾，准备出门。两个
多小时后，他将与 4 万多业余长跑者一
起站上今年的兰州马拉松赛道。“今年是
第三年参加半程马拉松比赛，作为普通
市民，我就是凑个热闹，跟大家一起在跑
道上分享挑战自己的快乐。”为了这次

“凑热闹”，34 岁的张巨明近两个月来坚
持步行上班，“跑马拉松就是要让运动逐
渐成为一种习惯”。

发令枪响，来自埃塞俄比亚、美国、
德国、肯尼亚等 23 个国家和地区的专
业运动员与 4 万多名身穿橙色运动衫
的业余长跑者们汇聚成一道独特的风
景 线 ，沿 着 黄 河 向 前 奔 跑 ，赛 道 两 旁
早 已 站 满 了 自 发 前 来 加 油 助威的市
民，整座城市开启了运动狂欢。同时，将
近 23 万跑友在“咕咚”这个运动社交平
台上完成了兰州“线上马拉松”。

为什么要选择马拉松赛作为营销
城市的手段？“马拉松是一项群众参与
性强、社会影响力大的体育运动。”兰州
市委副书记、市长袁占亭说，马拉松赛
事的效应是多方面的，“借助马拉松赛

事能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城市管理
和经营水平，带动旅游、服务、交通等行
业加快发展，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
资金流迅速聚集，为城市的繁荣和发展
注入活力”。

袁占亭介绍说，兰州把秀丽迷人的
百里黄河风景线作为融合城市与马拉松
运动的纽带，凸显“环母亲河”、“亚高原
黄金赛道”等独一无二的特色优势，展示
西部山水城市的形象和魅力。同时，兰州
国际马拉松赛的举办，聚合了群众性体
育运动的亮点和精髓，将各类群众性特
色运动项目点缀在黄河风景线上，使赛
事成为全民参与的盛大节日。

业内的评价证明，兰州的赛事营销
是成功的。2011 年，兰州马拉松就因独
特魅力被评为当年中国马拉松“最佳赛
事”，随后的 2012 年又升格为全国马拉

松积分赛，同时获评中国体育营销十大
城市案例之一，并且此后连续四届被列
为中国马拉松“金标赛事”。2014 年和
今年，“兰马”被列为国际田联路跑“铜
标赛事”。

然而，让数以万计市民乐在其中并
不是“兰马”带给这座城市的唯一福
利。短短两个多小时的赛程，兰州在电
视直播镜头中迸发出的独特魅力令人咂
舌。2015年，兰州市接待游客人数达到
4121.26 万 人 次 ， 旅 游 总 收 入 达 到
334.56亿元，分别是 2011年的 4.6倍和
5.3 倍；兰州中川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
800 万人次，国际地区旅客吞吐量突破
20 万人次，分别是 2011 年的 2.22 倍和
20倍。

“通过兰州马拉松这个窗口，我们
有了一个全程展现黄河风光，展现城市

发展建设成果的机会。”兰州市副市长
戈银生说：“我们现在把兰州马拉松赛
的举办与很多工作联系在一起。比如
说，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龙头的五城
联创等等，通过‘兰马’这个平台，调动
全社会的正能量，把我们各项工作推到
前面去。”同时，兰州通过“兰马”等体育
赛事的带动，大力促进经济结构的发展
和调整。2015 年，兰州经济总量首次突
破了 2000 亿元，达到 2095 亿元，在“十
一五”末的基础上翻了一番，人均 GDP
也增加了 85%。

“兰马”大获成功也让马拉松比赛
成为越来越多城市对外营销的模式。据
统计，2015 年全国注册备案的各类马
拉松赛事已经从 2014 年的 51 场猛增
到 130 多场，2016 年全国马拉松赛事
更是有望突破 200 场。

兰州：在马拉松赛道上营销城市
本报记者 陈发明

初到伦敦时，一位英国朋友曾对记者说，如果想深入了解
英国文化，就和本地人一起看比赛。英国民众对于体育赛事
有着异乎寻常的激情，重大赛事场地及周边、周末的小酒吧甚
至机场候机厅，各个地方都会看到成群结队的各类球迷。事
实上，对于每年大量入境的外国游客而言，体育赛事和周边旅
游产业已经成为重要的入境理由。近年来，英国国家旅游局
确立了 11 项主题旅游项目，体育赛事旅游是其中最热门的主
题之一。

英国在促进体育赛事和商业拓展融合方面有着自己的独
到之处，这便是打造高端、奢侈比赛项目。其代表就是借助皇
室因素打造的英国皇家赛马会。这一体育赛事设立于 1711
年，至今已经有了 300 多年历史。赛事活动严格按照皇家形
式设计，有着严格的着装要求和比赛顺序。几乎每次赛马会
都会成为英国传统、时尚和流行元素的一次汇聚，期间英国女
王还会给比赛获胜者颁奖。

这一奢侈的赛事已经演变为英国上流社交圈的重大事
件，因此受到了世界各大厂商的青睐。近年来，多家著名公司
争夺其主要合作伙伴的地位，2015 年、2016 年德国通信等企
业开始充当英国皇家赛马官方合作伙伴。值得注意的是，由
于赛事对于着装的严格要求，皇家赛马会也成为每年春夏两
季伦敦时装业和创意产业的重要展示平台。

说起英国的体育赛事，英超是一个不得不谈的案例。英
国国家旅游局更是将老特拉福德球场和曼联作为重要旅游品
牌加以宣传。来自西班牙和德国的朋友告诉记者，无论专业
人士如何评估英超足球水平，英超确实有着世界上最好的球
队 和 球 员 、最 为 强 大 的 商 业 运 营 能 力 。 德 勤 数 据 显 示 ，
2014-2015 赛季，欧洲球队商业化运作最好、收入最多的 20
支球队中，9 支英超球队上榜，其中曼联、曼城、阿森纳、切尔
西、利物浦 5支球队更是跻身前 10位。

分析英超球队强大的商业运营能力，不难发现其专业化
和细分化的商业营销策略。以曼联为例，作为老牌劲旅，曼联
在中国拥有大量的球迷。针对这一特点，其管理层不仅推出
了中国赛，以进一步提升在华知名度；同时针对中国球迷推出
了英超比赛日曼联主场全天候服务，在重头戏球赛之外，还提
供曼联观光之旅，了解俱乐部历史展览和特殊故事、老特拉福
德博物馆以及球场观光，并提供英式餐饮服务等。这一模式
吸引了大量的中国球迷。数据显示，2014-2015 赛季曼联球
队总收入位列欧洲球队第三位，创下 5.2 亿欧元的历史高
位。其中，比赛日收入高达 50%左右，另有 30%来自转播权，
其余 20%来自于其他商业收入。

英国精品赛事除了直接带动相关旅游业和消费产业外，
还强力拉动了周边地区经济。英超、温网和英式橄榄球赛事
对于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产业有着明显拉动效应。市场数据
显示，老特拉福德球场周边酒店在比赛日的入住率和价格水
平都远高于平时。更为直观的数据来自于温网。英国国家旅
游局统计显示，除了大量门票、商业赞助、转播收入外，每年 6
月至 7月份的温网还要消耗掉 28吨草莓和 7000公斤奶油。

此外，精品赛事和特色风光捆绑销售也是英国体育产业
商业拓展的重要途径。苏格兰地区圣安德鲁斯老球场是无可
争议的高尔夫故乡，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高尔夫爱好者。苏格
兰地区政府在积极推销全球最古老的高尔夫球场、新建高端
球场的同时，还积极开拓周边旅游产业，向全球高端消费群体
推介苏格兰特有的高地风光和奢侈休闲度假中心等。

体育赛事商业化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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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7 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 2016 年欧洲足球锦标

赛八分之一决赛中，意大利队以 2 比 0 战胜西班牙队。图

为意大利队在比赛后庆祝，场外观众也起立欢呼。

（新华社发）

2016 年欧洲足球锦标赛正在火热进行中。作为球

迷产品的主要生产地和出口地，浙江不少企业保持“与赛

事同步”，加班加点赶制国际订单，满足球迷的市场需求。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文教体育用品

出口交货值累计 123.4 亿元。借助电子商务平台，国际重

大体育赛事成为中小企业外贸出口的重要增长点。图为

浙江义乌一家外贸公司员工集体展示为欧洲客户设计的

各式球迷用品。这家公司负责人表示，今年仅德国的球

迷用品订单总价就有 400多万元人民币。 （新华社发）

图为 2015年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场景。 宋爱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