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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因地理位置、交通硬件

设施等客观原因，西藏等地在电商

领域最独特的标签就是“不包邮

区”。不仅要加十几二十块钱的路

费，而且要等十天半个月才能到。

当地老百姓在网购中都有过这样

的经历。

可喜的是，随着我国网购业的

高速发展以及物流体系的不断完

善，西藏“不包邮”的现状正发生变

化，越来越多的“次日达”“当日达”

“全国包邮”出现在西藏百姓的日

常生活中。

彻底破解西藏地区“不包邮”

的尴尬，首先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改

善。近年来，基于交通网络的日趋

完善，西藏物流业发展进入了快速

增长期。然而，西藏还要立足完善

县乡村三级电商物流配送体系，推

动县级物流配送中心向乡镇、村居

延伸，推进物流、快递、商贸等交流

合作，切实解决农牧区电商服务

“最后一公里”问题。

其次，要不断拓展物流服务网

络，延伸服务触角。通过引进和培

育龙头企业带动商贸物流发展，发

挥技术和一体化供应链优势，逐步

建立高效快捷的现代物流体系。

要深化寄递领域“放管服”改革，鼓

励发展农牧区快递末端服务，引导

利用现有设施，建设村级寄递物流

综合服务站，有效降低寄递成本。

此外，智慧物流在现代物流体系建设中尤为重要。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在物流领域的突破和规模化应应

用用，，将带来物流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和运营效率的大幅提将带来物流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和运营效率的大幅提

高高。。通过大数据分析通过大数据分析，，不仅能洞察消费者需求不仅能洞察消费者需求，，提高消费提高消费

者体验者体验，，还能助力区域经济发展还能助力区域经济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服务乡村振兴，，切实解切实解

决消费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问题决消费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问题。。

东京奥运会开幕在即东京奥运会开幕在即，，2022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脚步也年北京冬奥会的脚步也

日益临近日益临近，，体育旅游消费持续升温体育旅游消费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

参与健身运动的同时深入领略各地特色风情参与健身运动的同时深入领略各地特色风情，，以体育为以体育为

主题的休闲小镇主题的休闲小镇、、户外基地户外基地、、旅游博物馆受到普遍欢迎旅游博物馆受到普遍欢迎。。

近日近日，，记者就当前国内体育旅游市场的发展现状和记者就当前国内体育旅游市场的发展现状和

趋势采访了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研究所博士韩元军趋势采访了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研究所博士韩元军。。

记者记者：：当前当前，，我国体育旅游市场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我国体育旅游市场呈现出怎样的发展

态势态势？？

韩元军韩元军：：近年来近年来，，体育旅游逐渐成为健康中国战略的体育旅游逐渐成为健康中国战略的

示范产业示范产业，，体育旅游大众化时代正在到来体育旅游大众化时代正在到来。。在顶层设计在顶层设计

上上，，一系列政策文件对发展体育旅游做出战略部署一系列政策文件对发展体育旅游做出战略部署，，全国全国

各地的体育旅游呈现出各具特色各地的体育旅游呈现出各具特色、、蓬勃发展的态势蓬勃发展的态势。。其其

中中，，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冰雪旅游度假区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冰雪旅游度假区、、滑雪小镇等目的滑雪小镇等目的

地发展迅速地发展迅速；；中西部地区依托天然的山地丘陵中西部地区依托天然的山地丘陵、、湖泊河湖泊河

流流、、峡谷沙漠等优势资源峡谷沙漠等优势资源，，形成了以户外运动为主导的峡形成了以户外运动为主导的峡

谷穿越谷穿越、、山地自行车山地自行车、、摩托车等多样化的体育旅游项目摩托车等多样化的体育旅游项目；；

黔南黔南、、新疆等地衍生出一批体育旅游民俗项目新疆等地衍生出一批体育旅游民俗项目；；东南沿海东南沿海

一带体育俱乐部数量多一带体育俱乐部数量多，，体育赛事丰富体育赛事丰富。。

记者记者：：体育旅游在地域上呈现怎样的消费格局体育旅游在地域上呈现怎样的消费格局？？哪哪

些人群消费潜力最大些人群消费潜力最大？？

韩元军韩元军：：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的调查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的调查，，在具体消费人在具体消费人

群的构成上群的构成上，，““9090后后””年轻人爱运动年轻人爱运动，，女性占主导地位女性占主导地位。。数数

据显示据显示，，20212021 年体育旅游出行决策中年体育旅游出行决策中，，女性用户占比达女性用户占比达

7070%%，，比例远高于男性比例远高于男性，，较较 20192019年增长年增长 44个百分点个百分点；；““8080后后””

““9090 后后”“”“0000 后后””人群占搜索总人数的人群占搜索总人数的 7070%%，，是当前体育消是当前体育消

费的主力军费的主力军。。

记者记者：：从从““吃住行吃住行””到到““游购娱游购娱””，，再到再到““运健学运健学””，，大众大众

参与体育旅游项目有哪些特点参与体育旅游项目有哪些特点？？

韩元军韩元军：：目前目前，，““冲动消费冲动消费””是体育旅游的重要特征是体育旅游的重要特征。。

调查显示调查显示，，当前我国参与体育旅游的消费群体中当前我国参与体育旅游的消费群体中，，7575..22%%

的消费者对体育运动表示有兴趣的消费者对体育运动表示有兴趣，，但只有但只有 7474..99%%的消费者的消费者

认为自己对体育运动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认为自己对体育运动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说明当前消费说明当前消费

者对体育运动的喜欢大于了解者对体育运动的喜欢大于了解。。

大众参与体育旅游项目以参与型为主大众参与体育旅游项目以参与型为主，，观赏型为观赏型为

辅辅。。数据显示数据显示，，6262..88%%的消费者对户外休闲项目情有独的消费者对户外休闲项目情有独

钟钟。。3737..22%%的消费者倾向于体验观赏型项目的消费者倾向于体验观赏型项目，，奥运会奥运会、、世世

界杯界杯、、世锦赛等世界综合性赛事以及水立方世锦赛等世界综合性赛事以及水立方、、鸟巢等知名鸟巢等知名

度较高的体育建筑受到消费者的广泛关注度较高的体育建筑受到消费者的广泛关注。。

记者记者：：重大赛事对于带动旅游消费有何促进作用重大赛事对于带动旅游消费有何促进作用？？

韩元军韩元军：：以北京冬奥会以北京冬奥会、、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欧洲杯等为代欧洲杯等为代

表的体育旅游项目已逐渐成为国内外体育文化交流的重表的体育旅游项目已逐渐成为国内外体育文化交流的重

要平台要平台，，对于提升地区旅游吸引力具有显著影响对于提升地区旅游吸引力具有显著影响。。

特别是特别是““双奥之城双奥之城””北京的吸引力最大北京的吸引力最大。。在国内在国内，，当当

前多数消费者前往北京前多数消费者前往北京、、天津天津、、黑龙江黑龙江、、内蒙古等地感受内蒙古等地感受

体育旅游体育旅游，，其中前往北京的人数位居第一其中前往北京的人数位居第一。。作为作为 20082008 年年

夏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和 2022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举办地年冬季奥运会的举办地，，水立方水立方、、鸟巢鸟巢

等奥运建筑成为大多数游客最喜爱的打卡地等奥运建筑成为大多数游客最喜爱的打卡地，，未来北京未来北京

冬奥会将会创造更多体育旅游遗产冬奥会将会创造更多体育旅游遗产。。随着随着 20222022年冬奥会年冬奥会

的到来的到来，，““带动带动 33亿人上冰雪亿人上冰雪””正从愿景走向现实正从愿景走向现实，，我国参我国参

与冰雪运动人数将大幅度增长与冰雪运动人数将大幅度增长。。

记者记者：：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体育旅游市场有哪些新体育旅游市场有哪些新

变化变化？？

韩元军韩元军：：消费水平上消费水平上，，20212021年户外运动年户外运动50005000元以上的元以上的

人均消费额比人均消费额比 20202020 年下降年下降 3333%%，，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了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了

徒步徒步、、爬山等方式锻炼身体爬山等方式锻炼身体，，高消费人群更加理性高消费人群更加理性。。

出游时间上出游时间上，，周边短途旅游更受欢迎周边短途旅游更受欢迎。。调查显示调查显示，，

20192019年年，，6060%%的用户出行的用户出行 22天至天至 88天天。。进入进入 20212021年年，，33天以天以

内的体育旅游占比达到内的体育旅游占比达到7070%%，，用户更偏向于在城市周边进用户更偏向于在城市周边进

行户外运动休闲行户外运动休闲。。

很多体育爱好者将消费从境外转向境内目的地很多体育爱好者将消费从境外转向境内目的地。。疫疫

情后的首个冬天情后的首个冬天，，去河北张家口滑雪去河北张家口滑雪、、去张北草原骑行等去张北草原骑行等

热度持续上涨热度持续上涨。。

记者记者：：就如何促进体育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就如何促进体育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您认为您认为

应当重点从哪些方面发力应当重点从哪些方面发力？？

韩元军韩元军：：一是在市一是在市场基础上场基础上，，要进一步营造体育旅游要进一步营造体育旅游

文化氛围文化氛围，，大力培育体育消费市场大力培育体育消费市场，，这是加快实施健康中这是加快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的必要举措国战略的必要举措；；二是开发一批满足消费升级需要二是开发一批满足消费升级需要、、吸吸

引力强引力强、、国际一流的体育旅游产品国际一流的体育旅游产品，，丰富市场供给丰富市场供给；；三是完三是完

善体育旅游产业链体系善体育旅游产业链体系，，提高体育产业现代化程度提高体育产业现代化程度，，注重注重

在相对发达的户外体育休闲旅游的基础上在相对发达的户外体育休闲旅游的基础上，，协同推进赛事协同推进赛事

型型、、事件型体育旅游产业事件型体育旅游产业；；四是完善体育旅游基础设施和四是完善体育旅游基础设施和

服务服务，，提高体育旅游设施的便利化提高体育旅游设施的便利化、、经济性经济性和亲民性和亲民性。。

体 育 旅 游 拥 抱 大 众 化 时 代
——访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研究所韩元军博士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康琼艳康琼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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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费消 费 ，，在 高 原 持 续在 高 原 持 续““ 升 级升 级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常常 理理

““多吉大叔多吉大叔，，你家的冰箱到了你家的冰箱到了！！””近日近日，，西西

藏林芝市米林县京东家电专卖店老板刘婷婷藏林芝市米林县京东家电专卖店老板刘婷婷

开了几十公里车开了几十公里车，，将一台崭新的冰箱送到多将一台崭新的冰箱送到多

吉的家门口吉的家门口。。刘婷婷口中的多吉大叔名叫德刘婷婷口中的多吉大叔名叫德

庆多吉庆多吉，，今年今年 6060 岁岁，，住在林芝市米林县西噶住在林芝市米林县西噶

村村。。两天前两天前，，他在京东他在京东 APPAPP 上购买了一台冰上购买了一台冰

箱箱，，没想到冰箱这么快就送货上门了没想到冰箱这么快就送货上门了。。““以前以前，，

有些大家电要跑到市里去买有些大家电要跑到市里去买，，来回成本很来回成本很

高高。。””德庆多吉颇为感慨德庆多吉颇为感慨。。

多吉大叔的网购经历是西藏人民消费升多吉大叔的网购经历是西藏人民消费升

级级、、消费习惯改变的一个缩影消费习惯改变的一个缩影。。如今如今，，伴随着伴随着

交通的便利以及消费升级节奏的加快交通的便利以及消费升级节奏的加快，，琳琅琳琅

满目的商品走进满目的商品走进““世界屋脊世界屋脊””，，丰富了西藏百丰富了西藏百

姓的生产生活姓的生产生活，，也让这里的消费市场焕发出也让这里的消费市场焕发出

勃勃生机与活力勃勃生机与活力。。

网购融入生活网购融入生活

77 月月 1717 日日，，家住拉萨市的德央一大早就家住拉萨市的德央一大早就

接到了快递小哥的电话接到了快递小哥的电话。。““我现在网购基本是我现在网购基本是

选择京东本地仓内的商品购买选择京东本地仓内的商品购买。。早上下单早上下单，，

下午就能收到下午就能收到。。比起去线下超市或商场比起去线下超市或商场，，我我

更愿意在网上选购更愿意在网上选购。。””

在拉萨在拉萨，，网购俨然成为德央这一代年轻人网购俨然成为德央这一代年轻人

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消费习惯的变化这种消费习惯的变化，，在京东在京东

配送员彭云超看来配送员彭云超看来，，感触颇深感触颇深。。

每天中午每天中午 1111 点多点多，，他都会骑着电动三轮他都会骑着电动三轮

车车，，来到拉萨市柳梧新区南苑小区开始配送来到拉萨市柳梧新区南苑小区开始配送

商品商品。。彭云超告诉记者彭云超告诉记者，，他在拉萨已经工作他在拉萨已经工作 77

年多年多，，20142014年的时候年的时候，，京东在拉萨还只有一个京东在拉萨还只有一个

营业部营业部，，整个拉萨市一天只有整个拉萨市一天只有 10001000 多单商多单商

品品。。而现在而现在，，仅他所在的柳梧新区物流站一仅他所在的柳梧新区物流站一

天就有天就有20002000多单多单。。

京东大数据显示京东大数据显示，，今年的今年的““618618””购物节购物节，，西藏西藏

地区商品成交额同比增长约三成地区商品成交额同比增长约三成。。强劲的消费强劲的消费

潜潜力反映出西藏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力反映出西藏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的京东物流园区内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的京东物流园区内，，

几十台搬运机器人几十台搬运机器人““地狼地狼””正在井然有序地工正在井然有序地工

作作。。物流园区大件运营中心负责人任华夏告诉物流园区大件运营中心负责人任华夏告诉

记者记者，，““地狼地狼””系统可将货架搬运至固定的工作系统可将货架搬运至固定的工作

站以供作业人员拣选站以供作业人员拣选，，较人工效率提升了较人工效率提升了22倍倍。。

据了解据了解，，20172017 年年 55 月份月份，，京东在拉萨的物京东在拉萨的物

流园区投入使用流园区投入使用。。去年去年 1212 月份月份，，该园区升级该园区升级

扩容为西藏自治区公共物流仓储配送中心扩容为西藏自治区公共物流仓储配送中心，，

实现了约实现了约 8080%%的商品本地发货的商品本地发货，，大大提升了大大提升了

西藏地区商品配送的速度西藏地区商品配送的速度。。

今天的西藏今天的西藏，，依托完备的公路依托完备的公路、、铁路铁路、、航航

空等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空等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现代服务业整体发现代服务业整体发

展展，，市县乡村四级电商服务全面推开市县乡村四级电商服务全面推开，，20202020年年

网络零售额累计突破网络零售额累计突破200200亿元亿元。。

消费全面升级消费全面升级

衣食住行是反映一个地区老百姓生活水衣食住行是反映一个地区老百姓生活水

平平、、消费能力的主要指标消费能力的主要指标。。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农牧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农牧

民收入的持续增加民收入的持续增加，，西藏农牧区居民的整体西藏农牧区居民的整体

消费水平全面提升消费水平全面提升，，消费范围不断扩大消费范围不断扩大，，消费消费

结构日趋合理结构日趋合理，，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显著提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显著提

升升，，生活质量从基本温饱迈进全面小康生活质量从基本温饱迈进全面小康，，幸福幸福

指数大幅攀升指数大幅攀升。。””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农村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农村

研究所副所长徐伍达告诉记者研究所副所长徐伍达告诉记者。。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糌粑糌粑、、牛羊牛羊

肉肉、、酥油茶等是西藏人民的主要食物来源酥油茶等是西藏人民的主要食物来源。。

如今如今，，不论是菜市场不论是菜市场、、水果店还是大超市水果店还是大超市，，天天

南海北的商品应有尽有南海北的商品应有尽有。。

在拉萨市百益超市南岸店在拉萨市百益超市南岸店，，一位在附近一位在附近

居住的藏族大叔次仁正提着一颗榴莲等待称居住的藏族大叔次仁正提着一颗榴莲等待称

重重，，他说他说，，这些水果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过这些水果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过。。现现

在芒果在芒果、、椰子椰子、、榴莲这些热带水果都能买到榴莲这些热带水果都能买到，，

家里的孩子特别爱吃家里的孩子特别爱吃。。

当地农牧民的穿着也越来越时尚当地农牧民的穿着也越来越时尚，，逐渐逐渐

由过去的由过去的““一衣多季一衣多季””转变到转变到““一季多衣一季多衣””，，并并

且开始讲究穿着的款式且开始讲究穿着的款式、、花色和品质花色和品质，，崇尚自崇尚自

然然、、休闲休闲、、舒适和时尚舒适和时尚。。

此外此外，，当地城乡居民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当地城乡居民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

量 不 断 增量 不 断 增

多多，，农村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升级换代趋势更农村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升级换代趋势更

为明显为明显。。移动电话移动电话、、家用电脑家用电脑、、汽车等商品进入汽车等商品进入

寻常百姓家寻常百姓家。。据统计据统计，，20202020年年，，西藏克服疫情对西藏克服疫情对

消费市场的不利影响消费市场的不利影响，，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

支出为支出为1322513225元元，，比上年增长比上年增长11..55%%。。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促进了促进了

西藏地区消费结构的进一步改善西藏地区消费结构的进一步改善，，呈现出居呈现出居

民消费逐步向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转变民消费逐步向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转变。。

收入赋能消费收入赋能消费

前不久发布的前不久发布的《《西藏和平解放与繁荣发西藏和平解放与繁荣发

展展》》白皮书显示白皮书显示，，20202020年西藏城乡居民人均可年西藏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比支配收入比20102010年翻了一番年翻了一番。。城镇居民人均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 4115641156元元，，比上年增长比上年增长 1010%%。。农村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59814598 元元，，比上年增长比上年增长

1212..77%%，，连续连续1818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富起来的西藏人民富起来的西藏人民，，在消费上有了更多在消费上有了更多

的自主权的自主权、、选择权选择权。。

去年去年，，2525 岁的京东快递小哥拉巴扎西买岁的京东快递小哥拉巴扎西买

了自己的第一辆小汽车了自己的第一辆小汽车，，““在当快递员之前在当快递员之前，，

月收入只有两三千元月收入只有两三千元，，汽车是我连想都不敢汽车是我连想都不敢

想的东西想的东西。。现在现在，，我一个月有七八千块钱工我一个月有七八千块钱工

资资，，通过自己努力买上了车通过自己努力买上了车，，心里觉得特别满心里觉得特别满

足足，，也充满了干劲也充满了干劲””。。

相比于拉巴扎西的相比于拉巴扎西的

““冲动消费冲动消费””，，3030 岁的桑吉岁的桑吉

卓玛更愿意把钱花在子女教卓玛更愿意把钱花在子女教

育上育上。。桑吉卓玛是西藏山南市桑吉卓玛是西藏山南市

扎囊县人扎囊县人，，毕业于西藏农牧学院毕业于西藏农牧学院。。““知识改知识改

变命运变命运，，这一点我深有感触这一点我深有感触。。我希望努力我希望努力

工作工作，，努力赚钱努力赚钱，，为孩子将来的发展提供更为孩子将来的发展提供更

好的保障好的保障。。””

白皮书显示白皮书显示，，20202020 年西藏自治区社会消年西藏自治区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实现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745745..7878 亿元亿元，，比比 19591959 年增年增

长长21922192倍倍。。

记者在西藏多地采访时注意到记者在西藏多地采访时注意到，，援藏工援藏工

作对于当地经济发展作对于当地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起到了至关民生改善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重要的作用。。

以前以前，，在西藏林芝市的许多小山村在西藏林芝市的许多小山村，，当地当地

农牧民只农牧民只能靠放牧能靠放牧、、采林下资源采林下资源、、种植青种植青

稞等维持生计稞等维持生计。。如今在各地援藏如今在各地援藏

工作队的帮扶以及各种产业工作队的帮扶以及各种产业

扶扶贫措施的带动下贫措施的带动下，，农牧民农牧民

流转了自家的土地流转了自家的土地，，到到

附近的公司或者项目附近的公司或者项目

打工打工，，一年有一年有1010多万多万

元收入的农牧民家元收入的农牧民家

庭不在少数庭不在少数。。老老

百姓的收入提百姓的收入提

高了高了，，消消费费意意

愿 和 能 力 也愿 和 能 力 也

增强了增强了。。

上图上图 顾客在西藏易贡茶场挑选茶叶顾客在西藏易贡茶场挑选茶叶。。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孙孙 非非摄摄

左图左图 藏族姑娘洛桑卓玛在健身房健身藏族姑娘洛桑卓玛在健身房健身。。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孙瑞博孙瑞博摄摄

消费是一个家庭的柴米油盐，

是一个地区的人间烟火，更是中国

经济交响乐中最灵动的音符。今

天，多层次、多侧面是我国消费领域

所呈现的综合形态，消费升级、消费

提质、释放潜力是我们努力前行的

方向。本报推出《他们在买什么》专

栏，以一个个生动详实的消费故事

讲 述 不 同 地 区 人 们 的“ 消 费 进 行

时”，展现他们的消费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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