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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用品消费额指数增长幅度较高——

游泳健身：想说爱你不容易

公众对游泳健身的热衷由来已久。
21 世纪经济研究院、21 世纪经济报系与
京东日前联合发布的《2016 中国体育消
费生态报告》显示，从 2015 年开始，受居
民收入增长、消费结构升级和国家政策
利好等诸多因素影响，体育消费回暖势
头初显，占 GDP 比重增至 0.40%，游泳用
品消费额指数从 2013 年到 2015 年也增
长了 3 倍。如今，各类游泳场馆如雨后
春笋一样，遍布各大商圈社区，给游泳爱
好者提供了很大便利。然而，参差不齐
的环境卫生、高低不等的收费标准也给
不少消费者带来了苦恼。

游泳场馆生意火爆

近日，记者在位于北京四惠地铁站
旁的博康健身馆见到纪小超时，她正蹲
在 1 号泳道边，一边给泳池里的女士展
示着蛙泳的姿势，一边讲解着动作要
领。纪小超是博康健身馆的游泳教练，
她告诉记者，这位女士已经是她今天带
的第 6 个学员了，“现在仍属于游泳旺
季，每个教练平均每天至少都有七八节
课，最多的一天有上 13节课的。”

“相比去年，今年来学游泳的人特别
多，每天进出泳池的会员少则 200 多人，
多则 400 多人，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博
康健身馆的会籍销售主管周方方告诉记
者，一方面由于天气原因，今年天气比去
年同期要热不少，而且今年又是奥运年，
消费者对游泳健身的热情高涨了很多；
另一方面，相比周边的游泳馆，博康健身
馆不仅有瑜伽、器械等健身设备，设在阳
光房里的游泳馆也丰富了消费者的健身
体验。“特别是全天候在岗的 8 位游泳教
练，不仅可以提供一对一的游泳培训，会
员在游泳过程中有什么不懂的也可以随
时和教练沟通，这也有力地吸引了新老
会员加入。”周方方介绍说，为了更好地
为会员提供服务，游泳馆的开放时间从
原来的上午 10点提前到了早上 7点。

游泳是一项老少皆宜的运动，上至
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至刚出生的婴儿。
如今，婴儿游泳作为早教的一种形式也
催生了婴幼儿游泳馆市场。在北京五棵
松卓展购物中心的水孩子水育早教中

心，记者见到了刚刚带 8 个月大的闺女
上完游泳课的刘姿，她兴奋地告诉记者，
这是她第一次带宝宝来体验游泳课，在
老师带动下，闺女在水中的表现很好，双
腿跟着音乐来回摆动，中间的游戏环节
也挺有意思，和家人商量了一下打算办
个会员卡。“宝宝现在还小，并不指望立
刻就能学会游泳，但至少以后学游泳会
有基础，而且一些早教的东西还是不错
的，省得再去专门上早教课了”。

“每天前来咨询体验课程的家长很
多，大部分上完体验课的家长都会考虑
给宝宝办会员卡。”水孩子卓展店的营销
顾问小梁告诉记者，水孩子致力于 0 岁
至 7 岁宝宝的水中早期教育以及游泳启
蒙教育，每节课 50 分钟，包括 15 分钟陆
地热身运动，35分钟的水中游戏、脱圈和
潜水。小梁说：“这家店开业一年多，现
在会员宝宝超过 500 人，由于每天上课
的宝宝很多，泳池规定上课人数不超过 6
人，所以宝宝上课必须提前一天预约，刚
刚还有一位会员家长想预约明天上午的
课，但已经满员了，只能改约时间。”

收费标准高低不等

如今，几乎所有的游泳馆都实行会
员制。“我们健身馆只针对会员服务，所
有的优惠活动也只对新老会员，散客是
不接的。”周方方介绍说，成为博康健身
的会员后，可以无限次参加包括游泳馆、
瑜伽房、动感单车、力量器械等健身项
目。会员如果在游泳方面有特殊要求，
可以请私教进行一对一、一对二、一对五
的培训，不过私教价格都是单算。

博康健身馆会员办卡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不限时次卡，100 次起步，价格为
4000 多元；另一种是两年的年卡，成人
价 2000 多元，成人带一儿童的亲子年卡
大约 4000 元左右。相比而言，请私教学
游泳的价格可要贵得多。

“初次来学游泳的，无论是成年人，
还是小孩，我们都会建议他先上一堂体
验课，这样教练可以对他的水性有初步
了解，再结合他对泳姿的需求，作出一个
私教课程的推荐。”纪小超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博康健身根据不同年龄段推出

多种游泳私教班，有针对中学生的私教
班，也有针对零基础幼儿的私教班，一对
五 12 节课 1500 元。如果是一对一授课
的话，成年人一般 3 至 6 节课能学会蛙
泳，买课时至少就得买 10 节课，平均每
节课 200 多元；如果小孩学的话，基本学
会一般要 10 至 12 节课，就至少要买 20
个课时才能熟练掌握泳姿。

在大泳池里游泳并不算贵，但请私
教学游泳可真是不便宜。再看专供婴幼
儿游泳的场馆，9 平方米左右的迷你泳
池，无论是单价还是会员价，着实让不少
家长望而却步。“以前单次都是 238 元，
今年 6 月份已经涨到 278 元/次，虽然办
会员卡能打折，但总价还是贵不少。”在
北京南四环荟聚购物中心的马博士婴儿
游泳馆，还在纠结要不要续卡的宝妈冯
晓宇认为，从去年宝宝满月在马博士游
泳馆办卡后，她每周都会带宝宝来游一
次：“说是游泳，其实就是让宝宝在水里
玩，跟泡澡也没多大区别，但现在价格涨
了不少，我在犹豫要不要继续‘泡澡’。”

跟单纯让宝宝在澡缸里自己玩不
同，借助水环境进行互动游戏和早教知
识的水孩子水育早教中心更博得家长们
欢心。在水孩子卓展店，一位前来咨询
的妈妈在参观完设施环境后表示很满
意。但是，当听完营销员介绍会员价目
后，这位宝妈惊呆了：单价 368 元/次，会
员办卡 200 次，打 7 折共 51520 元，100
次 8 折共 29440 元，平均每节课 250 元左
右。“价格的确不菲。”

环境卫生不容忽视

游泳是一项公认的强身健体运动，
可以加强心肺功能，还能缓解工作压力
和焦虑急躁的情绪，备受广大消费者喜
爱。然而，近来有关游泳场馆管理不到
位、水质不达标等新闻不绝于耳。前段
时间，一则“哈尔滨游泳馆水质污染致儿
童高热 29 人被追究责任”的新闻更是引
起了不少游泳爱好者担忧。

“游泳池的环境直接影响到游泳者
身体健康，也是游泳场馆能否长远发展
的关键。”经常在家门口小区游泳馆游泳
的梁潇潇抱怨说，最近一段时间发现泳

池的水特别浑浊，自己前几天感冒就怀
疑是在游泳馆被传染了，跟游泳馆投诉
了到现在也没有回复。相比较而言，博
康健身游泳馆的会员还算有“福气”。

记者发现，每位进入博康健身游泳
馆的会员都必须先淋浴，更换好泳衣、泳
帽，再经过涮脚池消毒才能进入泳池区
域。周方方介绍说，博康健身金地名京
店开业 6 年多，对于泳池的管理从未松
懈过，除了对泳池水温进行恒温控制，泳
池的水更是采用了 24 小时循环技术，水
质远超国家标准，“这都是会员有目共睹
的，游泳馆也因此未收到过会员关于泳
池卫生的投诉”。

记者在水孩子卓展店发现，每一个
泳池教室的墙上都贴着“泳池水温恒温、
室内恒温、完全臭氧循环水处理系统”字
样的海报。刘姿也坦言，选择在水孩子
给宝宝办会员卡最大的考虑就是安全的
水环境，“因为在游泳时，宝宝喝到泳池
的水是难免的，这就要求泳池的水必须
安全卫生才行，据说这边泳池的水都能
达到饮用水标准”。

近年来，游泳场馆设施的完善与提
高，场馆对游泳者的入场要求也随之增
高，很多游泳馆都要求游泳者进入泳池
必须穿泳衣戴泳帽。根据国家相关规
定，泳池中的余氯含量应保持在 0.3-0.5
毫克/升。如果消毒不到位，余氯达不到
国家要求，就起不到消毒作用，水中就会
大量繁殖细菌，增加感染红眼病、皮肤病
等风险；反之，如果游泳池里液氯投放过
多，造成游离性余氯超标，又会刺激皮
肤，损害皮肤黏膜以及眼角等部位。

业内人士提醒消费者，游泳场馆环
境卫生不容忽视，在选择游泳馆时，特别
要注意两点。一是闻味道，如果贴近水
面能闻到淡淡的氯气味道，则是合格的，
有过浓的药味甚至呛人则可能超标，或
是场馆通风不好；二是看颜色和清浊度，
如用白瓷砖铺设的游泳池池水将呈现明
亮的浅蓝色，用浅蓝色瓷砖铺设的泳池
则会呈现深蓝色。如果水发白，略带浑
浊，则可能是细菌超标。一般来说，达标
的池水清澈见底，能在池内轻松看到 20
米之外，这样的水环境基本是达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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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急着一猛子扎进“水里”
牛 瑾

在泳池畅游，是惬意的事情。但是，

泳池人满为患，反映出场馆配置严重不

足的问题。这对作为体育产业拼图中重

要一块的游泳来说，显然阻碍了其发展。

一到暑期旺季，全国各地的游泳馆

都挤满了练习游泳的人，犹如“下饺子”，

泳池就是那口沸腾的“锅”。当你身穿泳

衣来到泳池准备一展泳技的时候，却突

然发现身体几乎无处伸展。于是，游泳

竞技只好改为池中戏水，求得清凉。

当然，泳池中出现的景象只是我国

体育产业发展众多尴尬镜头中的一个。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

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到 2025 年，我国

体育产业总规模将超过 5 万亿元，这样的

数字让人振奋。但与此同时，我国大部

分场馆的兴建是为了举办大型体育竞技

赛事，多是满足田径赛需求的标准体育

场，而非针对某一单项运动的专业场，更

不具备大众多样性运动健身的条件；在

体育产业结构中，体育用品制造销售占

据了 79%左右的绝对份额，而竞赛表演、

健身休闲等体育服务业比重偏低、水平

不高，出现了“一头高一头低”的现象，体

育服务业亟需全面升级。

愿景固然美好，但这就是眼前的现

实。体育产业是潜力无限的金矿，但它

也才刚刚起步，要想真正融入其中挖掘

金矿，只靠大笔烧钱是没有用的，一猛子

扎进市场的浪花也是不可行的，必须弄

明白什么是体育产业、我国体育产业真

正缺什么等一系列问题再说。

什么是体育产业？既然叫“产业”，

就不会像大众理解的仅仅是“比个赛、租

个场馆、买个装备”那么简单。有业内专

家表示，成熟的体育产业应该是金字塔

形状的，塔尖是体育表演，比如各类体育

赛事和体育 IP 运营；中间是体育媒体，涉

及各类体育赛事的制作与传播；底部是

大众体育，包括场馆运营、体育用品生产

和销售、健身锻炼等领域。

我国体育产业真正缺什么？赛事 IP

相对稀缺、场地场馆配备不足、普遍体育

消费习惯尚未养成等问题，实实在在地

勾勒出了现实差距。即便是总量看起来

足够丰富的体育用品领域，也留有高端

装备、专业器材这样未开垦的土地。

关于养生，民间有句俗语，叫“吃什

么补什么”。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来说，

要想在接下来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集中发

力，就必须“缺什么补什么”了。

体育场馆是赛事举行的载体，在体

育产业中占据基础性的地位，是亟需补

足的重要一环。而“药方”，就是在增加

场馆数量、提高利用效率、创新盈利模式

的同时，将场馆智能化当作抓手，给场馆

来个“大变脸”。所谓场馆智能化，就是

利用 WiFi 和 APP 在场馆和球迷之间架

起信息通道、交易通道。在这里，赞助商

可以得到更多的曝光，球迷也能买到更

多的周边产品、收获更好的观赛体验。

其实，美国的一些场馆已经做出了有益

尝试，过去的一个赛季，球迷通过李维斯

体育场 APP 就消费了大约 130 万美元。

没有网络连接的地方与荒漠没有两样，

更谈不上产业发展的问题。因此，作为

场景化营销应用的智能场馆，应该会在

未来一段时间内大放异彩。

体育赛事 IP，是需要补足的又一个

环节。《2016 中国 IP 行业蓝皮书》指出，到

2020 年，我国体育赛事 IP 市场规模将达

到 390 亿元，而这一数字在 2015 年仅为

118.4 亿元。可以说，体育 IP 市场正加快

步伐向我们走来，仅今年，国内资本就已

势如破竹地买进了 9 家海外足球俱乐

部。但获得 IP 并非一劳永逸，对优质 IP

进行二次开发、与上下游形成配套更考

验企业的能力。未来，还需要做到与国

内市场整合，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毕竟，大价钱买入的 IP 不能因为“水土不

服”而半路搁浅。

当然，在推动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

过程中，体育媒体、体育经纪等也需要

迅速跟进。体育是个占跑道的行业，谁

最先占据跑道，谁就掌握了话语权。既

然已经明确了需要补足的领域，有意

愿、有想法的企业还是尽早加速跑比

较好。

随着网购在大学生中的普及，快递在大学校园内扮演
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淘宝数据显示，仅淘宝网日均交易
量中就有大约 30%至 40%的订单都出自大学校园，而淘
宝网日均订单量超过百万。有调查结果显示，可以收到上
门快递的在校生仅占6.74%，大多数学生只能去快递分发
点或校外领取。如何解决校园快递末端配送的“最后 100
米”，已成为高校学生群体和快递企业的共同期盼。为此，
近日圆通速递面向全国大学生开放的创业就业平台——

“大学生快递联盟”首站在北京启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等近 20 所高校的大学生成为“联盟”首批创业学生，
圆通速递将会为加入“联盟”的大学生们提供创业支持。

90 后大学生马兆达告诉记者，他就在做校园“跑腿
生意”，业务发展很快。马兆达说，以前经常受同学委托
帮忙拿快递，这让他发现了新商机。他就读的中国地质
大学的学生们经常要到野外实习，一走就是一周甚至更
长时间，这让学生常常会错过第一时间取件，而快递三四
天不取就会被退回。于是，大学二年级时，马兆达和室友
合伙干起了校园快递，“替同学跑跑腿，赚点跑腿费”。

两年来，马兆达的“跑腿生意”干得不亦乐乎。“现在
每天快件量都有大几百件。我们 8 个‘合伙人’，人均月
赚 5000元没有任何问题，有时候一天就能挣到 500元。”
深谙大学生心理的马兆达说，相比请人代劳拿快递欠人
情来说，大学生们更倾向于这种花钱买服务的方式，付几
元钱两清。马兆达非常看好大学生快递市场，他甚至放
弃了保研机会。今年毕业后，他准备继续做校园快递：

“我选择加入了大学生快递联盟创业平台，就是想将快递
送到全国各大高校校园。”

圆通速递北京区域学清路加盟网点的总经理洪浩
飞认为，其所服务区域涵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地
质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 8 所高等院校，每天派送的圆通
快件量大约 4000 件左右，其中仅清华大学就有 1000
票。高校快件量占据该区域快件量的一半。如果加上其
他快递公司的快件，数据量会更大。

“对于加入‘联盟’创业的大学生，公司将给予政策支
持。”圆通速递首席执行官相峰透露，公司将为学生提供
物料和资金支持，既支持学生承包校园快递，也支持学生
搭建校园快递终端服务新平台。加入“大学生快递联盟”
创业就业的学生，毕业时如果希望加入圆通，公司将为这
些大学生开通绿色通道，优先录用。

“大学生快递联盟”的首批创业就业学生约 100 多
人。圆通速递董事长喻渭蛟认为，大学生是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是企业
提质增效升级的重要人才保证。为此，圆通速递呼吁整
个行业共同搭建面向大学生的创业就业平台。

中国快递协会副秘书长杨骏认为，此次圆通速递成
立“联盟”是快递界面向全国的平台，希望这个平台可以
为行业发展创造新动力、挖掘新潜力，为大学生创造新的
创业活力。

快递业创造消费新需求——

掘金校园快递“最后100米”
本报记者 刘晓峰 徐 红

大数据回顾国庆“去哪玩了”
本报记者 陈 静

您在刚刚过去不久的国庆长假出行了吗？去了哪里
玩？花了多少钱？线上预定旅行产品、假期之后各家互
联网平台的国庆出行报告纷纷“出炉”、刷朋友圈、用支付
宝⋯⋯诸多互联网工具的参与，让人们有可能通过大数
据来透视国庆旅游消费市场。

大家去哪玩了？来自微信官方的数据显示，境内出
游人数中，北京人数最多，而出境游人数中，上海人则拔
得头筹。在境内旅游城市中，到广州游玩的游客最多，而
在境外城市中，香港依然是最受欢迎的城市。境外最受
欢迎的国家和地区中，美国成了国人出游最多的地方。
而来自途牛网的数据则显示，近四成游客选择了出境游，
有趣的是，今年国庆黄金周在途牛购买出境游旅游产品
的游客中，尽管人数不如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但
山西吕梁用户预订出境游产品的人均花费达到了 12664
元，山西阳泉、四川甘孜则以 7723元/人、5888元/人位居
第 2、3 名，超过一线城市用户，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二
三四线城市消费者的出境游消费需求正在被触发。

游客们在黄金周里怎么花钱？包括微信和支付宝在内
的移动支付的普及，也让这笔账变得清晰。微信支付数据
显示，中国人境外消费最多的地方依次为韩国、中国香港以
及日本。支付宝口碑网相关负责人朱以师认为，支付宝用
户海外消费金额国家和地区排名前五分别是韩国、泰国、中
国香港、日本、德国。今年黄金周，中国游客在海外使用支
付宝的交易笔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近 4 倍，人均消费超过
1000元。而在国内方面，北京共有170万用户在线下使用
支付宝口碑进行了消费。其中，使用口碑旅游版的游客数
量超过43万人，由游客贡献的交易份额达到15.4%。

途牛数据显示，国庆期间途牛定制游产品订单量同
比增长超过 500%，国庆游的火爆，正是旅游市场红红火
火的一个缩影。根据阿里旅行与记账软件挖财发布的

《旅行消费数据报告》显示，中国旅行者近一年人均旅行
花费 9498 元。与国家统计局数据相比，相当于 2015 年
居民人均可支配月收入的 5.2倍。

这份报告还给出了游客旅行消费“超标”的两大原
因：其一是，七成以上的出游人群不会设置预算或者他们
即使设置了预算也会超标；另一个原因是，旅行者一半以
上的开销用于购物，不能很好地平衡旅行体验与“买买
买”的关系。报告由此建议，首先要找准旅行目的地，数
据显示，南京、杭州、北京、桂林、成都是热门旅游目的地
中人均花费最少的 5 个地区，柬埔寨、越南、泰国等地是
热门境外游中人均花费最少的几个目的地。报告还建议
出行者设置预算，并且与出行伙伴实行 AA 制。报告显
示，女性更倾向于旅行 AA 制，在选择 AA 制的人群中女
性占到了六成；男性则会因为觉得“谈钱伤感情”等，在

“AA 派”中仅占四成。

本版编辑 梁剑箫

上图 水孩子水育早教中

心的宝宝正在练习游泳。

左图 在北京西红门荟聚购

物中心的一家婴幼儿游泳馆，小

朋友们正在独立的泳缸里游泳。

右图 博康健身游泳馆的

游泳私教正在给 6 岁的小男孩指

导蛙泳动作。

本报记者 吉蕾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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