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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立足国家战略，全方位构建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高端化的体育展览会，是体育产业融合发展及展示交易

平台推广品牌、扩展市场的重要途径之一。但面对国外优质体育展览的竞争，我国体育展览仍普遍存在价值低的问

题。基于顾客让渡价值理论，依据体育展览的特点、查阅文献以及咨询相关专家，构建体育展览价值评价指标体系，

以明确体育展览的价值维度和具体评估指标；从体育产业发展视角分析我国体育展览价值提升的意义；结合我国体

育展览 2014—2018 年的数据从各价值维度分析我国体育展览价值提升的困境；针对以上困境并借鉴国外的优秀经

验，提出我国体育展览价值提升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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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进入增速放缓、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

时期，体育产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2014 年 10 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

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 号）发布，提出了 2025 年

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 5 万亿元的目标。相关政策组合陆

续浮现。2016 年 7 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产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提出“十三五”期间，基本形成各种经济

成分竞相参与、共同兴办体育产业的发展格局。我国体

育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2017 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

达到 2.2 万亿元，增加值为 7 811 亿元（国家统计局，

2019）。与此同时，展览业成为许多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

催化剂，我国展览业也逐渐受到关注与重视。2015 年 4

月，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展览业改革发展的若干

意见》（国发﹝2015﹞15号），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建成结构优

化、功能完善、基础扎实、布局合理、发展均衡的展览业体

系的发展目标，此后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不断优化展览业

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使我国展览业规模持续增长，展览经

济产值不断扩大。

在体育产业和展览产业都呈现良好发展态势的现状

下，体育展览日益成为体育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梁强，

2006）。2019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

要》（国办发﹝2019﹞40号）（以下简称《纲要》），提出要改

革、创新中国体育文化博览会和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

我国体育展览业自 1993 年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正式

运营以来，已成为见证中国体育产业高速发展的窗口之

一。同时，体育展览还兼具产品销售、企业营销、拉动投

资等经济效益，以及普及新知识、促进就业、传播新技术、

提升城市知名度等社会效益（李勇军，2016；杨铁黎 等，

2009；姚卓，2009）。因此，体育展览在体育产业推广、产

业升级以及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协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王先亮 等，2013），助力实现《纲要》中提出的到

2050 年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居于世界前列的发展

目标。但我国体育展览业起步较晚，普遍存在价值低的

问题（杨铁黎 等，2009）。此外，国外品牌体育展览进入中

国抢占市场，给我国体育展览带来经验和技术交流、借鉴

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此，如何快速提升

中国体育展览的价值，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基于此，以顾客让渡价值理论为依据，从体育展览的

参展商和观众感知价值视角构建体育展览价值评价指标

体系，通过各价值维度分析我国体育展览价值提升对体

育产业发展的意义，并提出体育展览价值提升的路径。

以期明确体育展览价值提升的重要性，在政策制定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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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运营两方面保障我国体育展览的价值提升与可持续发

展，从而推动体育产业的繁荣。

1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体育展览主办方欲吸引更多的潜在消费者，就必须向

参展商和观众提供高价值、低成本的体育展览。因此，本

文在对相关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以顾客让渡价值理论为

依据，从参展商和观众感知的视角对体育展览价值提升

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

1.1 体育展览

体育展览是展示内容聚焦于体育产品或服务的展览

会，即以展示体育行业产品、服务或组织形象为主要形

式，以传达体育行业信息交流为最终目的的中介性社会

活动。体育展览与会展、体育、旅游、广告、交通、餐饮、通

讯等多产业关联（吴开军，2011），集聚体育产业产品、技

术、资金、人才和信息资源（王晓文 等，2011），通过促成企

业双方或多方之间的交易而获得展位费、门票费、招商费

等收益（徐晋，2007）。体育展览不仅具有显著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Gopalakrishna et al.，1995；Hansen，1999），

还具有向世界传递体育产业最新成果、技术和发展趋势

的行业导向性特征（张义 等，2009），以及打造运动体验场

景让参展商和观众亲身参与的体验营销特征。

1.2 顾客让渡价值理论综述

菲利普·科特勒（1996）提出顾客让渡价值理论。顾客

让渡价值（customer delivered value）从顾客感知价值角度

剖析产品的价值，是指总顾客价值（total customer value）

与总顾客成本（total customer cost）之间的差额。总顾客价

值就是顾客从某一特定产品或服务中获得的一系列价值

利益，包括产品价值、服务价值、人员价值和形象价值。

总顾客成本是指顾客为了购买一件产品或服务所耗费的

一系列成本，包括货币成本、时间成本、精神成本和体力

成本（图 1）。菲利普·科特勒（2001）认为，企业可从 2 个

方面改进工作：一是通过改进产品、服务、人员与形象，提

高顾客总价值；二是减少购买产品的货币、时间、精神与

体力的花费，降低顾客总成本。

研究表明，顾客让渡价值是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的重

要影响因素（李萍，2012；王松，2007；喻建良 等，2002），企

业可通过提高顾客让渡价值来增强产品的竞争力（陈文

俊，2003）。因此，顾客让渡价值理论对于探讨酒店、医

院、旅游等行业的营销策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管勇，

2009；王亚辉 等，2013；肖燕 等，2007；徐仰前 等，2010）。

同时，顾客让渡价值理论也为展览业的营销提供了一个

全新的理论视角，相关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以下 2 个方面：

1）关于顾客让渡价值与参展商和观众满意度的关系，有

研究表明，顾客让渡价值的大小决定购买行为，顾客让渡

价值越大，顾客越满意，顾客忠诚越容易建立（龚荷英，

2007a，2007b；何天祥，2008；李德俊 等，2011；王庚，2011；

周杰 等，2011）。Munuera 等（1999）认为，会展产品间的竞

争在于对专业观众和参展商的竞争。能够有效地吸引参

展商和专业观众，是展览竞争优势的体现（周杰 等，

2011）。基于此，体育展览顾客让渡价值的提升将正向影

响顾客的忠诚度，有助于赢得并长期保留住参展商和观

众，进而提升体育展览的竞争力；2）关于提高展览价值的

策略，有研究以提高顾客总价值、降低顾客总成本为思

路，从展览各影响因素，提出了吸引参展商和观众的具体

办法（黄刚 等，2006；孟凡胜 等，2017；覃娟，2018）。但展

览顾客让渡价值的相关研究总量较少，对具体行业展览

会的研究缺乏，尤其是体育展览顾客让渡价值的相关研

究尚未涉及。

体育展览作为展览的细分领域，具有展览的一般特

性，以上关于展览的顾客让渡价值研究可为本文体育展

览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的适应性支撑。因此，综合展览

的相关研究认为：1）体育展览顾客让渡价值提升可以提

高参展商和观众的满意度和忠诚度，进而提高体育展览

的竞争力；2）体育展览主办方可通过提高顾客总价值、降

低顾客总成本提高顾客让渡价值。因此，应建立体育展

览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厘清体育展览各价值维度和影响

因素，为体育展览价值提升提供具体思路，促进体育展览

的提档升级。

1.3 基于顾客让渡价值理论的体育展览价值评价指标体系

1.3.1 体育展览价值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拟定

体育展览具有展览的一般特征，因此展览评价指标可

以作为或者修改调整后作为评估体育展览的指标。体育

展览具有其他种类展览所不具备的独特个性，需要在指

标体系中加以体现。为此，通过文献梳理和专家咨询，构

建体育展览价值评价指标时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借鉴《专业性展览会等级的划分及评定》商业行业

标准中的指标。200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

员会公布的《专业性展览会等级的划分及评定》商业行业

标准中，等级的划分是以专业性展览会的主要构成要素

为依据，包括展览面积、参展商、观众、展览的连续性、参

展商满意率和相关活动等方面。

2）借鉴展览评价指标。目前，基于顾客让渡价值理

论的研究认为，展览的价值主要包括交易价值、信息价

值、关系价值、宣传价值、人员价值、服务价值、形象价值、

图1 顾客让渡价值的构成

Figure 1. Composition of Customer Delivered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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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价值以及由成本演化而来的成本优势价值（龚荷英，

2007a，2007b；黄刚 等，2006；孟凡胜 等，2017；覃娟，2018；

佀妲，2013）。其中，交易价值指企业通过参展实现销售

和市场拓展；信息价值指展览集聚大量的行业信息、企业

信息、商品信息、交易信息等；关系价值指通过展览建立

客户关系；宣传价值指企业通过参展树立企业形象、培育

企业品牌、推介新产品等；人员价值是指展览服务人员的

知识水平、服务能力、工作态度与应变能力；服务价值是

指展览组织者提供的各种服务；形象价值是指展览在社

会公众中形成的总体形象所产生的价值，包括有形形象

和无形形象所产生的价值；政治价值指通过展览与政府

加强沟通、建立关系；成本优势价值是指参展的货币、精

神、时间、心理成本较低而产生的成本优势。各价值维度

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将各指标整理归纳（表

1），为体育展览价值指标体系构建提供理论支撑。

3）体育展览的特色性指标。体育展览较一般展览有

所不同，很多体育产品是经验品和信任品的结合，品牌价

值和切身体验缺一不可，且在体育展览上通过身体活动

练习体验产品或服务，更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

此，把体育展览“举办体验活动的数量和质量”作为影响

体育展览价值的指标。体育具有粘性、活性、弹性，体育

人具有情感交流和圈子文化的特质（易剑东，2019），体育

展览注重参展商和观众的圈子文化挖掘和情感连接将极

大地提高满意度，因此把“举办情感交流活动的数量和质

量”作为影响体育展览价值的指标。

表1 基于让渡价值理论的体育展览价值维度、评估指标

Table 1 Value Dimension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Sports Exhibitions Based on Customer Delivered Value Theory

一级指标

A体育展览顾客让渡价值

二级指标

A1交易价值

A2信息价值

A3关系价值

A4宣传价值

A5人员价值

A6形象价值

A7服务价值

A8政治价值

A9成本优势价值

三级指标

A11展会成交额

A12提高市场占有率

A13开发新市场

A21收集观众需求信息

A22收集行业发展信息

A23收集竞争对手信息

A31巩固与老客户关系

A32建立新目标客户关系

A33与潜在客户搭建关系

A34参展商与观众匹配关系

A41展会宣传力度

A42企业宣传力度

A43展会受关注程度

A44企业展中形象展示

A45举办体验活动的数量与质量

A51员工素质

A61主办方影响力

A62展会品牌知名度

A63历届专业观众数量、质量

A64历届参展商数量、质量

A71展会人员服务

A72展会设施服务

A73展会配套服务

A74举办情感交流活动数量和质量

A81政府级别

A82政府参与程度

A91精神成本优势

A92时间成本优势

A93货币成本优势

A94心理成本优势

指标来源

Blythe，2009；Hansen，2004；罗秋菊，2008

孟凡胜 等，2017

刘助忠 等，2007；Rosson et al.，1995

Hansen，2004；周显植 等，2004

Hansen，1996；Rinallo et al.，2017

孟凡胜 等，2017

Hansen，2004；罗秋菊 等，2007

Brown et al.，2017；Hunter，2014；Kim et al.，2016；

Sarmento et al.，2015

Blythe，2000；Lee et al.，2008

Dickinson，1985；Rice et al.，2002

罗秋菊，2007；O’hara et al.，1993

曹雯，2009；O’hara et al.，1993

孟凡胜 等，2017

Blythe，2009；Shipley，1993

Kijewski et al.，1993；任国岩 等，2007

Rice et al.，2002

何天祥，2008；周杰 等，2011

Bloch et al.，2017；罗秋菊，2007

Tanner，2002；Yuksel et al.，2010

周杰 等，2011；张涛，2011

Breiter et al.，2006；杨杰 等，2009

Blythe，2009；Lee et al.，2008

孟凡胜 等，2017

孟凡胜 等，2017

Rosson et al.，1995

Lee et al.，2008；任国岩 等；2007

Berne et al.，2008；周显植 等，2004

Kijewski et al.，1993

基于以上文献梳理和体育展览特征的分析，参考孟凡

胜等（2017）的方法，以顾客让渡价值理论为基础，构建体

育展览价值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为体育展览顾客让

渡价值；二级指标中包括交易价值、信息价值、关系价值、

宣传价值、人员价值、形象价值、服务价值七大总顾问价

值维度，以及由总顾客成本转换而来的成本优势价值；三

级指标包含 30 个具体指标，初步形成体育展览顾客让渡

价值评价指标体系（表 1）。

1.3.2 评估指标的筛选

在初步形成的体育展览价值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邀请来自高校旅游管理、会展经济管理以及体育经济管理

方面的专家、政府管理者、体育展览从业人员、参展商和

专业观众共 25 名评审人员对指标提出意见，并进行打分。

问卷设计分为对指标权重打分，以及开放式的修改意见填

写。各指标按照“非常同意”“同意”“没有意见”“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分别赋予 5、4、3、2、1 的分值；如果某指标重

要性介于两个相邻等级之间，其重要性得分在这两个相邻

等级的重要性得分之间。根据问卷结果，用各指标所得分

值的算术平均值表示评审人员的意见集中度，用各指标所

得分值的变异系数表示评审人员的意见协调度，变异系数

越小，指标的评审人员意见协调程度越高。

假设 Xij 表示第 i 个评审人员，第 j 个指标的打分，共有

n 个评审人员，m 个指标，则有：

Mj =
1
n∑i = 1

n

Xij

Sj =
1

n - 1∑i = 1

n

( Xij - Mj)
2

CVj = Sj Mj

wj =
CVj∑j = 1

n CVj

其中，Mj，Sj，CVj，wj分别为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和权重。

1.3.2.1 评估指标的首轮筛选

将 3.5 的平均分（处在“没有意见”和“同意”之间）视

为评审人员对指标入选达成共识的临界分值，即凡是平

均得分超过 3.5 的指标将得以保留，其余的指标将被淘

汰。根据第 1 轮问卷调查结果，有 6 个指标的平均得分没

有达到 3.5 分，分别为“政府级别”（3.00）、“政府参与程度”

（2.92）、“精神成本优势”（3.12）、“时间成本优势”（3.44）、

“货币成本优势”（3.36）、“心理成本优势”（3.12），予以剔

除。根据评审人员意见，新增“展会国际化程度”“举办城

市的区位优势”“体育市场发展水平”“人们对体育的需求

情况”“展会经济、社会效益”5 个三级指标。

1.3.2.2 评估指标的次轮筛选

根据首轮指标的筛选和补充，形成第 2 轮评审人员问

卷并再次由 25 位评审人员进行打分。第 2 轮指标筛选的

判别分数提高到 4 分，即只有平均得分在 4 分以上的指标

才能入选体育展览价值评价指标体系。根据第 2 轮的调

查结果，“巩固与老客户关系”（3.96）这一指标的平均得分

没有达到 4 分，予以剔除。其他指标的标准差均小于 1，

变异系数也较小，说明评审人员的意见协调度较高，予以

保留。根据变异系数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并基于各指

标权重计算综合权重，形成体育展览价值评价指标体

系（表 2）。

2 “体育产业发展视角”：基于顾客让渡价值理论的体育展

览价值提升分析

体育展览价值提升可通过提高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

增强体育展览的竞争力，从而可以更好地发挥体育展览推

进体育产业发展的作用。基于体育展览的七大价值并结

合体育展览特征分析：1）体育展览交易价值提升带来的展

会成交额以及体育展览服务价值提升带来的相关服务收

益直接带动体育产业经济规模扩大；2）体育展览信息价

值、人才价值以及形象和宣传价值的提升有助于优化体育

产业的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结构，进而实现相同要

素投入而获得更大产出（姚丽，2015）；3）体育展览形象和

宣传价值的提升助力体育企业品牌培育；4）体育展览形象

和宣传价值的提升有助于实现跨文化交流，向国际参展商

和观众推广我国的体育文化；5）体育展览形象和宣传价值

的提升有助于推广运动项目和普及正确的运动方式，培育

更广泛的群众基础；6）体育展览具有促成合作的关系价

值，推动体育产业集聚，进而发挥规模效应、创新效应、竞

争效应等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图 2）。

2.1 体育展览产生服务收益和贸易额，促进体育产业经济

规模扩大

体育展览通过产生服务收益和贸易额，直接促进体育

产业经济规模扩大。一方面，体育展览属于体育服务业，

体育展览获得的服务收益直接推动体育服务业的增长。

体育展览通过提供人员引导服务、设施销售和租赁服务

以及物流、广告、餐饮、住宿、旅游等相关配套服务获得相

关的展位费、设施租赁费、广告费、物流费、餐饮费等，直

接带动体育服务业的增长，有助于缓解体育用品经济规

模较大，体育服务业经济规模较小的问题。另一方面，体

育展览对参展商和观众来说具有实现订单和拓宽销售渠

道的交易价值，推动贸易成交额大幅上升，直接促进体育

产业经济规模的扩大。

2.2 体育展览拓宽要素供给渠道，优化体育产业生产要素结构

体育展览有助于优化体育产业人才、资金、技术等生

产要素结构，促进体育产业发展。1）体育展览具有集聚

产业相关信息的信息价值，因此，体育展览将大大减少企

业对资源的搜寻成本，且技术的跨区域交流和倾听消费

者的需求推动技术创新；2）体育展览活动有助于培育出

一批既会展览又懂体育、策划、管理、执行等知识的高素

质人才，优化体育产业人力资源要素；3）体育展览通过发

40



易闻昱，等：基于顾客让渡价值理论的我国体育展览价值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以上文献梳理和体育展览特征的分析，参考孟凡

胜等（2017）的方法，以顾客让渡价值理论为基础，构建体

育展览价值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为体育展览顾客让

渡价值；二级指标中包括交易价值、信息价值、关系价值、

宣传价值、人员价值、形象价值、服务价值七大总顾问价

值维度，以及由总顾客成本转换而来的成本优势价值；三

级指标包含 30 个具体指标，初步形成体育展览顾客让渡

价值评价指标体系（表 1）。

1.3.2 评估指标的筛选

在初步形成的体育展览价值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邀请来自高校旅游管理、会展经济管理以及体育经济管理

方面的专家、政府管理者、体育展览从业人员、参展商和

专业观众共 25 名评审人员对指标提出意见，并进行打分。

问卷设计分为对指标权重打分，以及开放式的修改意见填

写。各指标按照“非常同意”“同意”“没有意见”“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分别赋予 5、4、3、2、1 的分值；如果某指标重

要性介于两个相邻等级之间，其重要性得分在这两个相邻

等级的重要性得分之间。根据问卷结果，用各指标所得分

值的算术平均值表示评审人员的意见集中度，用各指标所

得分值的变异系数表示评审人员的意见协调度，变异系数

越小，指标的评审人员意见协调程度越高。

假设 Xij 表示第 i 个评审人员，第 j 个指标的打分，共有

n 个评审人员，m 个指标，则有：

Mj =
1
n∑i = 1

n

Xij

Sj =
1

n - 1∑i = 1

n

( Xij - Mj)
2

CVj = Sj Mj

wj =
CVj∑j = 1

n CVj

其中，Mj，Sj，CVj，wj分别为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和权重。

1.3.2.1 评估指标的首轮筛选

将 3.5 的平均分（处在“没有意见”和“同意”之间）视

为评审人员对指标入选达成共识的临界分值，即凡是平

均得分超过 3.5 的指标将得以保留，其余的指标将被淘

汰。根据第 1 轮问卷调查结果，有 6 个指标的平均得分没

有达到 3.5 分，分别为“政府级别”（3.00）、“政府参与程度”

（2.92）、“精神成本优势”（3.12）、“时间成本优势”（3.44）、

“货币成本优势”（3.36）、“心理成本优势”（3.12），予以剔

除。根据评审人员意见，新增“展会国际化程度”“举办城

市的区位优势”“体育市场发展水平”“人们对体育的需求

情况”“展会经济、社会效益”5 个三级指标。

1.3.2.2 评估指标的次轮筛选

根据首轮指标的筛选和补充，形成第 2 轮评审人员问

卷并再次由 25 位评审人员进行打分。第 2 轮指标筛选的

判别分数提高到 4 分，即只有平均得分在 4 分以上的指标

才能入选体育展览价值评价指标体系。根据第 2 轮的调

查结果，“巩固与老客户关系”（3.96）这一指标的平均得分

没有达到 4 分，予以剔除。其他指标的标准差均小于 1，

变异系数也较小，说明评审人员的意见协调度较高，予以

保留。根据变异系数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并基于各指

标权重计算综合权重，形成体育展览价值评价指标体

系（表 2）。

2 “体育产业发展视角”：基于顾客让渡价值理论的体育展

览价值提升分析

体育展览价值提升可通过提高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

增强体育展览的竞争力，从而可以更好地发挥体育展览推

进体育产业发展的作用。基于体育展览的七大价值并结

合体育展览特征分析：1）体育展览交易价值提升带来的展

会成交额以及体育展览服务价值提升带来的相关服务收

益直接带动体育产业经济规模扩大；2）体育展览信息价

值、人才价值以及形象和宣传价值的提升有助于优化体育

产业的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结构，进而实现相同要

素投入而获得更大产出（姚丽，2015）；3）体育展览形象和

宣传价值的提升助力体育企业品牌培育；4）体育展览形象

和宣传价值的提升有助于实现跨文化交流，向国际参展商

和观众推广我国的体育文化；5）体育展览形象和宣传价值

的提升有助于推广运动项目和普及正确的运动方式，培育

更广泛的群众基础；6）体育展览具有促成合作的关系价

值，推动体育产业集聚，进而发挥规模效应、创新效应、竞

争效应等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图 2）。

2.1 体育展览产生服务收益和贸易额，促进体育产业经济

规模扩大

体育展览通过产生服务收益和贸易额，直接促进体育

产业经济规模扩大。一方面，体育展览属于体育服务业，

体育展览获得的服务收益直接推动体育服务业的增长。

体育展览通过提供人员引导服务、设施销售和租赁服务

以及物流、广告、餐饮、住宿、旅游等相关配套服务获得相

关的展位费、设施租赁费、广告费、物流费、餐饮费等，直

接带动体育服务业的增长，有助于缓解体育用品经济规

模较大，体育服务业经济规模较小的问题。另一方面，体

育展览对参展商和观众来说具有实现订单和拓宽销售渠

道的交易价值，推动贸易成交额大幅上升，直接促进体育

产业经济规模的扩大。

2.2 体育展览拓宽要素供给渠道，优化体育产业生产要素结构

体育展览有助于优化体育产业人才、资金、技术等生

产要素结构，促进体育产业发展。1）体育展览具有集聚

产业相关信息的信息价值，因此，体育展览将大大减少企

业对资源的搜寻成本，且技术的跨区域交流和倾听消费

者的需求推动技术创新；2）体育展览活动有助于培育出

一批既会展览又懂体育、策划、管理、执行等知识的高素

质人才，优化体育产业人力资源要素；3）体育展览通过发

41



《体育科学》2020 年（第 40 卷）第 6 期

挥其形象价值和宣传价值，有助于提高体育行业的关注

度。如通过展示体育产业发展前景、相关政策机遇以及

工作环境，有助于吸引其他行业的优秀人才流入，优化体

育产业劳动力要素结构；展览期间为相关企业或投资人

介绍投资环境、讲解优惠政策等，有助于吸引更多的资金

布局体育产业，优化体育产业资金要素结构。

表2 基于顾客让渡价值理论的体育展览价值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Sports Exhibition Value Based on Customer Delivered Value Theory

一级指标

体育展览顾客让渡价值

二级指标

交易价值（0.146 9）

信息价值（0.143 1）

关系价值（0.129 9）

宣传价值（0.146 1）

人员价值（0.160 1）

形象价值（0.160 1）

服务价值（0.113 9）

三级指标

体育市场发展水平（0.126 9）

人们对体育的需求情况（0.114 9）

展会成交额（0.219 5）

提高市场占有率（0.189 0）

开发新市场（0.178 9）

展会的国际化程度（0.170 8）

收集观众需求信息（0.298 4）

收集行业发展信息（0.342 7）

收集竞争对手信息（0.358 9）

建立新目标客户关系（0.333 1）

与潜在客户搭建关系（0.298 9）

参展商与观众匹配关系（0.368 0）

展会宣传力度（0.186 7）

企业宣传力度（0.183 6）

展会受关注程度（0.206 6）

企业展中形象展示（0.222 6）

举办体验活动的数量与质量（0.200 5）

员工素质（1.000 0）

主办方影响力（0.211 6）

展会品牌知名度（0.170 8）

展会经济、社会效益（0.141 7）

举办城市的区位优势（0.136 2）

历届专业观众数量、质量（0.193 8）

历届参展商数量、质量（0.145 9）

展会人员服务（0.251 5）

展会设施服务（0.248 5）

展会配套服务（0.248 5）

举办情感交流活动数量和质量（0.251 5）

综合权重

0.018 6

0.016 9

0.032 2

0.027 8

0.026 3

0.025 1

0.042 7

0.049 0

0.051 4

0.043 3

0.038 8

0.047 8

0.027 3

0.026 8

0.030 2

0.032 5

0.029 3

0.160 1

0.033 9

0.027 3

0.022 7

0.021 8

0.031 0

0.023 4

0.028 6

0.028 3

0.028 3

0.02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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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体育展览价值提升推进体育产业发展的机理

Figure 2．The Mechanism of the Promotion in the Value of Sports Exhibitio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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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体育展览展示企业形象，助力体育企业品牌培育

大型体育展览通过发挥其品牌知名度、影响力和主办

方声誉的形象价值以及树立企业形象、培育企业品牌、推

介新产品的宣传价值，为参展企业提供了一个聚集新闻

媒体和众多观众的舞台，对体育企业提升知名度和塑造

品牌形象是良好的机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一

带一路”倡议的引导，越来越多的国际参展商和专业观众

来国内参展，有益于我国体育相关企业品牌被更多的国

外消费者了解和认可，助力我国本土的体育企业品牌培

育，并提高我国体育企业品牌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和竞

争力。

2.4 体育展览推广运动项目，培育群众基础

广泛的群众基础是运动项目产业化的前提，所以培育

群众对体育运动的兴趣至关重要。参展企业通过播放运

动项目示范或比赛的视频，有助于增加参观者对该项运

动的了解，激发对该项运动的乐趣和参与的冲动。部分

企业搭建的体验平台，使参与者通过亲自上场感受运动

的乐趣，激发参与的兴趣和增强体育锻炼的意识。因此，

通过体育展览这一媒介平台，有助于把运动项目展示在

更多的受众面前，增进受众对运动项目的了解并激发参

与体验的兴趣，为各运动项目培育群众基础，进而促进各

体育运动项目的产业化发展。

2.5 体育展览实现跨文化传播，推广中国体育文化

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超过 8 500 美元，已居于中上

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江小涓，2018），以及居民的健康

和体育锻炼意识不断增强，我国体育消费市场实现快速

增长。国外相关企业迫切寻求契机布局我国体育市场。

因此，我国体育展览越来越受到国外参展商和专业观众

的重视，成为其了解中国体育文化和打开中国体育市场

的窗口，体育展览也成为了我国体育文化实现跨文化传

播、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极具中国特色的武术、太极拳

等运动项目或产品通过体育展览被国外参展商、专业观

众所了解，并通过媒体的报道使中国体育文化走向了世

界，有助于《纲要》中推动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的国际化发

展，提升中国体育国际影响力的战略任务有效实施。

2.6 体育展览促进合作关系建立，加速体育产业集聚

体育展览具有促进体育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建立合

作关系的关系价值，还产生贸易后续效应（蔡婕萍 等，

2013），是体育产业集群发展的助推器（乐仁油 等，2011）。

依据产业集聚理论，认为体育产业集聚将通过规模效应、

创新效应、竞争效应等促进体育产业发展。1）产业集聚

产生规模效应。集聚区内企业可共享资源和服务，降低

生产成本；2）产业集聚产生创新效应。集聚区内企业之

间的互动，推动新产品、新技术的迅速传播和改进；3）产

业集聚产生竞争效应。集聚区同类企业之间的竞争加

剧，增加了企业发展的压力与动力，促进企业不断地改进

和完善。同时，集聚区内企业的整体对外谈判能力增强，

有助于提高本地区体育行业的竞争力。

3 基于顾客让渡价值理论的我国体育展览价值提升困境

分析

近年，我国体育展览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据不完全统

计，2018 年我国共举办体育展览 46 个，较 2014 年增长了

170.59%；举办展览总面积为 127.73 万 m2，较 2014 年增长

132.66%（图 3）。各级政府对体育展览工作更加重视，企

业参与积极性提高。但我国体育展览仍然存在价值较低

的问题，需明确价值提升的困境，以寻找突破路径。因

此，基于我国体育展览的七大价值维度的具体评估指标，

结合 2014—2018 年我国体育展览数据资料以及对部分体

育展览专家、从业者和参与者进行咨询，发现我国体育展

览价值提升主要存在以下困境。

3.1 交易价值：展览成交额较低，开拓国际市场受限

关于交易价值的提升困境，一方面，由于参展商和专

业观众的需求不匹配或展览提供的商务对接平台不足等

原因，导致我国体育展览在展览期间成交额普遍较低。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体育展览国际化水平较低，导致开拓

国际市场受限。1）引进其他国家的品牌体育展览、相关

企业、投资以及国外参展商和观众的力度不够。此外，我

国体育展览的境外参展主体比例较低，真正能达到或接

近 10% 以上的参展商是国际参展商以及 5% 以上的专业

观众是国际专业观众这一国际性展会标准的屈指可数

（张红丽 等，2015）；2）我国相关企业去国外办展、参展的

意识较为薄弱。我国体育展览还没有参与布局海外体育

展览市场，国际影响力较为局限。据《中国展览经济发展

报告 2018》统计，2018 年海外体育展会的中国展商数量较

少，规模较小，即便是我国企业参展最多的、全球影响力

最大的慕尼黑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中国参展企业的总

面积也仅占总展示净面积的 2.53%。

3.2 信息价值：信息发布渠道较少，信息质量有待提高

展会的信息价值包括提供行业发展信息、市场需求信

息以及竞争对手等信息。结合我国体育展览的发展实际

图3 2014—2018年我国体育展览数量和面积

Figure 3. Number and Area of Chinese Sports Exhibitions

in 2014—2018

注：资料来源于 2014—2018 年中国展览年鉴和各展览官网以及大

众媒体平台上有关我国体育展览的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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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目前我国体育展览存在信息发布渠道较少，信息质

量较低的问题。多数体育展览的信息获取渠道仅限相关

网站、参展手册、专题论坛，还未建立官方网站和微信、微

博等自媒体平台。2019 年德国慕尼黑国际体育用品博览

会已形成了创意推广、行业人脉、专业知识和社论见解融

为一体的社群平台，与之相比，我国体育展览在信息渠道

建设方面还有较大差距。此外，目前我国大部分体育展

览所能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尤其是行业发展的相关报

告鲜见，参展商和专业观众通过网页搜索就可以获得的

信息，使参展的信息价值降低，无法满足参展商和专业观

众对于产业现状、市场需求和竞争对手等信息的需求，使

得参展商和专业观众参展的满意度降低，不利于我国体

育展览的可持续发展。

3.3 关系价值：需求把握不到位，商贸对接能力不足

我国体育展览关系价值提升困境主要为需求把握不

到位和商贸对接能力不足。1）我国体育展览主办者对消

费者的需求把握不到位。首先，近几年的体育展览以体

育用品展为主，聚焦体育服务的展览较少，且展品内容涉

及全行业的综合展较多，聚焦某一项产品或服务的专业

展较少，与市场需求状况不匹配，导致市场出现体育用品

展过剩，而专业展和体育服务展较为不足的不平衡状况。

同时，我国同一类型的体育展览在内容规划方面同质化

严重，同类型展会在一年之内重复举办多次，造成资源浪

费。在参展过程中，主办方对参展商和观众的需求分析

较少，需求把握不到位；2）体育展览主办方促进参展商和

观众需求对接的能力缺乏，即缺乏主动撮合参展商和专

业观众建立合作关系的能力，在资金与项目对接、产品对

接、人脉关系对接、媒体资源对接方面的渠道建设和促成

能力仍有待完善和提升。

3.4 人员价值：教育与培训体系不完善，综合性高素质人

才缺乏

体育展览涉及知识面广，对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需求

旺盛，需要懂会展策划、管理、宣传、协调、评估等会展知

识，明晰体育产业发展现状、特征、市场需求以及具备计

算机、外语、法律、国际贸易等相关知识更为综合的高素

质人才推动体育展览转型升级。但目前我国体育展览从

业人员大多是从广告、市场营销、礼仪等专业，缺乏系统

的体育和会展知识以及相应的工作技能，远不能满足体

育展览发展的需求。这与我国会展教育体系建设不完

善，企业培养机制不健全密切相关。此外，会展从业人员

的培训体系尚不完善，师资参差不齐，导致培训效果不佳

（张晓明 等，2016）。

3.5 形象价值：体育展览企业实力较弱，品牌体育展览

缺乏

目前，我国体育展览企业的整体实力较弱，且体育展

览的品牌化建设较为滞后，严重制约了我国体育展览形

象价值的提升。首先，我国体育展览相关企业整体实力

较弱。我国体育展览相关企业与国外展览集团相比，无

论是公司的结构设计、相关的管理模式，还是市场营销方

式等均有很大差距，亟待培育本土的体育展览企业品牌

以推动我国体育展览的品牌化运营。其次，我国品牌体

育展览较为缺乏。2018 年全国各地共举办体育展览 46

个，但除了中国体育用品博览会、中国体育文化博览会、

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等少数几个具有较大影响力之外，

其他体育展览在办展内容、主题规划等方面同质化严重，

影响力不足。

3.6 宣传价值：展览宣传力度不足，企业展示方式缺乏新意

我国体育展览存在展览宣传力度不足、企业展示方式

缺乏新意的问题。大部分参展企业仍是以产品和广告文

案、视频展示为主的较为原始的展示方式，缺乏新意的展

示形式导致参观者易产生视觉疲劳，无法留下深刻的印

象。只有少数和具体运动项目相关的企业会设计一些现

场体验活动项目，如近距离投篮比赛、棒球体验等。但相

关体验活动还仅停留在较浅的层面，缺少多人互动和竞

赛的场景，相关体验服务有待进一步优化。其次，我国体

育展览的宣传工作不到位，宣传推广力度不足。目前大

多数体育展览均尚未建立官方网站，展览的宣传工作主

要依靠商业网站做简单的报道，宣传期限短、重点内容不

突出，没有针对性，不利于展会的招展招商和知名度的

提高。

3.7 服务价值：展品分类乱象，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滞后

体育展览服务包括展览主办方、场馆方和相关辅助机

构提供的配套服务。结合我国体育展览的发展实际，发

现我国体育展览存在展区产品分类乱象以及相关服务的

信息化平台建设滞后的问题，不利于服务价值的提升。

首先，体育展览必然涉及到体育产品的分类，但目前对体

育产品的分类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标准，导致体育展

览的展区划分界限模糊，展品分类乱象纷呈，不利于参展

商和观众寻找到自己的目标客户。其次，随着移动智能

设备和电子支付方式的普及，消费者逐渐养成了在手机

上搜索、订购和支付的消费习惯，但目前我国体育展览配

套服务的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尚不完善，没有完全契合

参展商和观众线上资讯搜索和支付的消费偏好。场馆方

提供的咨询、缴费、设备租赁等服务以及相关辅助机构提

供的物流、餐饮、酒店、旅游、金融等配套服务的信息化建

设还有待完善。

4 基于顾客让渡价值理论的我国体育展览价值提升路径

通过上述分析，明确了我国体育展览价值提升的困

境，针对以上困境并结合国外优秀经验，提出我国体育展

览价值提升的路径。

4.1 以“改善展会交易条件”和“优化国际市场拓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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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交易价值

针对我国体育展览成交额较低和国际市场拓展受限

的交易价值提升困境，一方面，提高专业观众的质量有利

于展会成交额的达成（麻尧，2015；Godar et al.，2001），因

此，可通过为参展商寻找高质量的专业观众以及提供良

好的服务来改善展会交易条件。另一方面，要提高我国

体育展览的国际化水平，以优化国际市场拓展环境。首

先，我国要进一步扩大体育展览对外开放政策，放宽市场

准入，引进国外优秀体育展览企业、项目、参展商和观众。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现有成果，我国体育展览主办方

可以重点关注“一带一路”沿线有较强经济潜力和消费潜

力的国家及区域，开展国际性招展招商，吸引更多的国外

展商和观众，为我国体育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良好的

条件。其次，政府要加大对海外办展的补贴，简化出国办

展手续，组织国内实力较强的体育展览企业开展全球办

展，以及积极组织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去海外参展，帮助其

拓展海外市场。

4.2 以“拓宽信息发布渠道”和“优化信息质量”提高信

息价值

信息量越大、信息层次越高的展览活动，信息价值越

大，越值得参与。基于此，以拓宽信息发布渠道和优化信

息质量提高信息价值。在通过扩宽信息发布渠道以保证

信息传递顺畅方面：1）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加强体育展

览官方网站建设和线上体育展览平台建设，通过网络及

时发布展览相关信息以及产业发展现状和趋势报告等，

使参展商和观众可随时随地低成本、高效率开展信息搜

索、展务咨询；2）主办方可通过新媒体平台以及主题论

坛、新闻发布会等平台发布信息，加快信息流通速度。在

优化信息质量方面：1）要建立客户资料，明确客户的信息

需求，按照需求类型进行信息推送；2）要注重相关产业发

展趋势信息、技术信息、展商和观众需求信息等的发布；

3）邀请专业人士对政策、新信息、新技术进行解读，对不

良信息进行修正和公示，以保证信息的质量和促进受众

对新信息的理解（孟凡胜 等，2017）。

4.3 以“促进展览供需平衡”和“推动需求分析、对接一

体化”提高关系价值

针对我国体育展览需求把握不到位和商贸对接能力

不足的关系价值提升困境，首先，要平衡体育展览市场供

给和需求。对于体育展览内容结构失衡的现象，要从其

根源入手，在大力发展体育服务业的基础上推进体育服

务展览的增长和优化，并不断细分市场，推动专业性体育

展览的举办，以实现体育服务展与体育用品展、专业展和

综合展的均衡发展。可通过兼并、融合或寻求特色化发

展的模式满足多样化需求。其次，展览主办方要不断提

升对参展商和观众需求的分析和对接能力。1）要建立客

户资料，明确客户的需求，进行分类管理；2）在分析客户

需求的基础上，为其推荐潜在的目标客户；3）加强各类型

客户产品对接、资金和项目对接、人脉对接、媒体资源对

接等渠道建设与配对；4）提供完善的对接服务，包括沟通

协调、专家资讯以及签约服务等；5）加强展会后续服务，

重视展后对参展商、观众满意度的调查，更好地促成双方

搭建紧密的联系。

4.4 以“完善会展教育体系”和“优化行业培训机制”提

高人员价值

德国拥有完整的会展业人才培养体系和成熟的会展

经理人市场（张晓明 等，2016）。美国形成了多元化、多层

次、多样化的教育结构，职业认证体系也十分健全，呈现

培训市场成熟、专业协会主导、职业方向明确、理论实践

并重的特点（王春雷，2014）。因此，通过借鉴国外优秀经

验，我国应从两方面重视体育展览人才的培养。首先，要

完善会展教育体系，注重跨学科的融合与协同、重视理论

与实务的结合以及专业外语能力培养（杨琪 等，2017）。

院校应该充分吸纳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源，通过邀请

业界专家担任实践课程指导教师，缓解高校会展教育和

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其次，要完善行业培训机制。行

业协会和中间组织主要负责职业资格的培训和相关的认

证项目，高校结合自身专业基础和研究特色提供多种类

别的活动管理职业认证项目（王明亮，2018），以构建完备

有序、认可度高的职业培训认证体系。

4.5 以“企业品牌化建设”和“展览品牌化建设”提高形

象价值

针对我国体育展览品牌化建设滞后的困境，应从“展

览品牌化”与“企业品牌化”建设两处着手推进。一是要

积极培育体育展览企业品牌。企业自身要树立品牌意

识，加强技术创新、管理创新，通过联合、兼并等方式培育

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体育展览企业。要加强与国外知

名体育展览企业的合作，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运作技

巧等，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二是大力促进体育展览

的品牌化建设。政府及其行业协会等要注重宏观调控，

重点扶持有发展潜力的展览。推动展览品牌的强强联

合，加强办展理念创新，着力促进体育展览与体育赛事和

旅游业等的融合，推动各方资源的共享。

4.6 以“优化展览宣传方式”和“创新企业宣传形式”提

高宣传价值

提高体育展览的宣传价值，要从优化展览本身的宣传

方式以及创新参展商宣传推广形式两方面着手。一方

面，优化体育展览的宣传工作。首先，展览主办方要与行

业内最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达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并要

灵活选择各种线上和线下传播媒介。其次，展览宣传要

有针对性，要选择与展览性质、展示内容以及面向的地域

范围等匹配程度高的宣传媒介。如国际性体育用品博览

会要充分发挥国外驻华机构的资源优势；地域性展览的

45



《体育科学》2020 年（第 40 卷）第 6 期

宣传要着重在其地域范围内进行。另一方面，随着网络

信息技术、VR、AR 等技术的发展，为参展企业宣传方式的

优化升级带来了极大的机遇。展览主办方可成立专门的

网络平台，在利用大数据分析出专业观众意向客户的基

础上，定向推送目标参展商信息，实现参展商有针对性的

宣传。此外，参展商可运用多媒体、VR、AR 等先进技术创

新企业的展示形式，给予参观者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深度

的亲身体验，有助于消费者和产品之间建立积极的情感

联系。

4.7 以“规范产品分类”和“加强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

提高服务价值

面对我国体育展览产品分类乱象的问题，要尽快对体

育产品进行可行度高、国际公认的分类，以推动体育展览

展区划分、展品分类的专业化和国际化。通过借鉴相关

文献，把体育产品分为以下 3 类：1）体育参与者产品（play‐

er products），包括游戏、体育装备和服装、体育指导和协

助、体育设施和体育俱乐部；2）体育观赏者产品（spectator

products），指各类体育赛事；3）其他相关产品（associated

products），指非必要但有助于提高体育参与和观赏的乐趣

的体育商品和服务，包括体育彩票、餐饮、专业体育报纸

和杂志、体育遗产以及设备和服装以外的品牌商品（Vam‐

plew，2018）。依托信息化技术，加强场馆方和相关支持机

构服务的信息化平台建设和整合。展览主办方可通过整

合各利益相关者，在 APP 上实现全方面、全过程服务，并

提出酒店、旅游景点、餐饮和住宿等多种优惠组合产品，

给予消费者多种选择或个性化定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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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national strategy,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market-oriented and high-end sports exhibition in

an all-round way can provide a good platform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and display transaction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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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 is the best choice to promote the brand and expand the market. However, in the face of competition from foreign high-
quality sports exhibitions, Chinese sports exhibitions still have problems of low value. Therefore, based on customer delivered value
theor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orts exhibiti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nsultation with relevant expert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ports exhibition valu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o clarify the value dimension and specific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sports exhibi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value enhancement of Chinese sports exhibi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and explores the dilemma of the value enhancement of Chinese sports
exhibitions from various value dimensions combined with the data of Chinese sports exhibitions from 2014 to 2018.In view of the
above dilemma, drawing on the excellent experience of foreign countries, the path of the value enhancement of Chinese sports
exhibitions is proposed.
Keywords: sports exhibition; customer delivered value theory; valu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value enh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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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ropean Youth Development Model for Elite Football Players

and Suggestions fo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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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case studies of five FIFA World Cup winners (England, Germany, France, Spain, Italy), this paper present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features in professional football talent development and football academies in major European football
nations, and investigates the ways and criteria (somatotype, physical fitness, techniques and tactics, football intelligence) for
identifying potential high performers, with an overview of the latest trends in talent identification in Europe. This paper also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of elite football players in Europ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outh players in terms of their
techniques and skills, tactics, and physical conditioning. At the same time ,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cultivation of football reserve talents in China as follows: 1) establishing professional training centers or academies as talent pools;
2) working out distinct Chinese styles of technical and tactical skills, while training qualified top-level coaches; 3) perfecting talent
identification criteria in workable details; 4) executing in-depth studies on the development rules of football for an effective training
of young Chinese football players.
Keywords: Europe; football player; academy; youth developm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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