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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既是传统工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体育产

业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更是对国家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响应。采用文献资

料、实地考察、专家访谈等研究方法，围绕转型的理论逻辑、国际案例、推进思路及保障措

施，对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进行分析和探索。研究表明，产业关联度高、政策持

续驱动、经济发展需要是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的现实基础和内在逻辑。传统工

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的国际经验主要有综合开发及休闲定位提升整体价值、业态融合

与生态构建促进产业发展、政策引导和科学规划激发发展活力、重大活动和设施建设夯实

产业基础。考虑到传统工业园区和体育综合体之间产业关联度高、资源互补性强、增长动

能转换快的特点，可从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产业基础、目标驱动、社会需求等5个维度对园

区转型进行产业定位。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主要可分为“体育综合体 1.0”至

“体育综合体4.0”4个阶段，需要分别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体育项目导入、体育赛事引进、商

业配套植入等主要任务。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推进的实施路径主要包括：以转型升

级为动力，推动工业制造向体育智造转型；以产业融合为路径，构筑“体育＋”和“＋体育”产

业平台；以消费升级为契机，打造高端体育消费场景；以项目带动为抓手，促进产业集聚发

展和融合共生；以政策引导为保障，营造良好产业氛围和发展环境；以机制创新为纽带，确

保转型的有效推进和贯彻落实。税收优惠、人才保障、科技创新等政策保障和企业运营服

务、人才服务、科技金融服务、资源对接服务等平台保障是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

的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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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industrial parks to sports complexe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but also a

powerful driving force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and a positive response

to the nation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This paper analyzed and

explor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industrial parks into sports complexes by means of lit‐

erature, field visits, expert interview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focusing on the“theoretical

logic”,“advancing thinking”and“safeguard measures”of the transforma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high industrial correlation, the sustained policy driving and the nee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the realistic basis and internal logic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in‐

dustrial parks to sports complexes.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transformation from iron and

steel industrial park to sports industrial park mainly include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leisure orientation to enhance the overall value, business form integration and ecological con‐

struction to promo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olicy guidance and scientific planning to stimu‐

late the vitality of development, and major activities and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to strengthen the

industrial foundation.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industrial correlation, strong re‐

source complementarity and fast transformation of growth momentum between traditional in‐

dustrial parks and sports complexes, industrial positioning can be carried out from five dimen‐

sions, including resource advantage, location advantage, industrial foundation, goal-driven and

social dema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industrial parks to sports complexes ca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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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ded into four stages:“sports complex 1.0”to“sports complex 4.0”, which need to complete

the main tasks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sports project introduction, sports event introduc‐

tion, and business supporting implant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paths for traditional industrial

parks to transform into sports complexes mainly include: Taking“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

ing”as the driving force,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industrial manufacturing”to

“sports intellectual manufacturing”; taking“industry integration”as the path to build“sports

＋”and“sports ＋”industrial platform; taking“consumption upgrade”as an opportunity to cre‐

ate high-end sports consumption scenes; promoting industrial“agglomeration and develop‐

ment”and“integration and symbiosis”with“project driven”as the starting point; creating a

good industrial atmosphere an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with“policy guidance”as the guaran‐

tee; boosting“Institutional innovation”to ensure that the transition is“effective”and“imple‐

mented”. Ensuring the“effective promotion”and“implementation”of the transformation with

“mechanism innovation”as the link. The basic guarantee of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in‐

dustrial park to sports complex is the policy guarantee of tax preference, talent guarantee, scien‐

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platform guarantee of enterprise operation service,

talent servic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inancial service and docking resource service.

Keywords: industrial park; sports industry; sports complex; transformation; theoretical logic;

advancing thinking; safeguard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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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综合体作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托载体之

一，必将成为未来体育产业促进与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王家宏 等，2017）。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发

展既是传统工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也是体育产业快

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无限（黄玮

等，2017）。从国际发展实践来看，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

综合体转型已有不少成功案例。美国宾夕法尼亚的伯利

恒钢铁艺术文化园区、德国鲁尔区埃森关税同盟煤矿工

业区的十三号矿井、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因斯布鲁克

等园区，通过综合开发和休闲定位、业态融合和生态构

建、政策引导和科学规划等举措较好地实现了传统工业

园区向体育综合体的转型。从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针

对传统工业园区转型的研究较多，而有关体育综合体建

设与发展的研究较少。其中，有关传统工业园区转型的

研究主要集中于转型路径（Veiga et al.，2009）、空间布局

（张璐，2018）、产业集聚（吴志军 等，2015）、规划设计

（Kuznetsova et al.，2016）、机制创新（Yu et al.，2015）等方

面，有关体育综合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界定（Dona‐

dio et al.，2016）、园区选址（Kim et al.，2016）、规划设计

（Nizetic，2018）、融合发展（张文亮 等，2018）、推进对策

（腾苗苗 等，2018）等方面，而专门关于传统工业园区向体

育综合体转型的研究成果较为鲜见。从现有研究来看，

尚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有关体育综合体建设与发展

的研究，针对园区项目植入、业态选择、转型理念、功能定

位、空间布局、主要任务、阶段划分、推进路径等方面涉及

得还不深。另一方面，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

发展的相关研究还很薄弱，园区转型的理论逻辑、推进思

路、政策保障等问题还没有进行专门深入地探索和分析。

可以预见，在新时代背景下，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

转型发展势必成为研究的前沿和热点，其理论研究的深

度和广度必将进一步丰富和拓展。那么，传统工业园区

向体育综合体转型的内在逻辑和推进优势有哪些？面临

怎样的内外部环境？如何推进园区的转型发展？转型的

着力点在哪里？这些都是需要重点探究的问题。本文立

足转型的理论逻辑、国际案例、推进思路及保障措施，对

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的转型进行探索，以期为我

国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的转型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和经验借鉴。

1 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的理论逻辑

1.1 产业关联度高

产业关联度是指产业与产业之间通过产品供需而形

成的互相关联、互为存在前提条件的内在联系，一般涉及

到原料、用途、战略等核心要素。从产业类型上看，传统

工业和体育产业之间好像差距较大，分属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但从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来看，传统工业园区向

体育综合体转型具备较强的产业关联度。

1.1.1 原料关联

从园区形成要素的来看，传统工业园区和体育综合

体之间关联度较强。1）场馆设施。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

综合体转型，一方面实现了工业遗存和废旧厂房的可持

续利用，另一方面也解决了体育综合体场馆建设投资大

的问题，保证了园区转型的无缝对接，有助于节约成本和

提升效益。2）空间资源。以钢铁业、制造业等为主体的

传统工业园区通常具备较大体量，有充分的空间进行体

育项目的植入和体育企业的引进，便于最大范围实现体

育综合体的空间布局和项目规划，有利于一张“蓝图”画

到底，保证园区转型的质量和水平。3）人力资源。传统

工业园区的停产、限产带来了较严重的就业问题，部分失

业人员和待就业人员可一定程度满足传统工业园区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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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综合体转型过程中的人力需求，实现人力资源的有效

对接。

1.1.2 用途关联

从园区发展的功能看，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

转型也具有较强关联度。1）调整产业结构。传统工业园

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一方面减少了传统工业的产能，较

好地实现了传统工业去产能和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增加

了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体育产

业补短板，两者转型很好地契合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目

标。2）保护生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是对“绿

水青山”的保护途径之一，将减少传统工业园区对生态环

境的污染问题，对环境起到保护作用。3）提升就业水平。

体育产业是一个以提供服务型产品为主的业态，对从业

人员的需求量较大，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将

一定程度上提高园区的就业水平，进而带动经济发展。

1.1.3 战略关联

从国家层面来看，传统工业的转型升级及体育产业

的加快发展都上升为国家战略，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

合体转型具有重要的战略关联度。1）产业复兴。传统工

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推进了传统工业向体育产业的

转型，使产能严重过剩的传统工业的资产和产能向社会

亟需的体育产业进行转移，有助于实现园区资产的保值

增值和产业复兴。2）文化复兴。传统工业园区通常发展

时间长、社会影响力大，园区早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

要名片和地标建筑，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统。

在保持工业遗存设施结构和空间布局完整的情况下，推

进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的转型，既是对传统工业

遗存的保护，也有利于凸显体育综合体的独特文化特色，

是文化复兴的重要体现形式。3）生态复兴。从园区转型

的用途层面来看，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可以

保护生态环境。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两者的转型是园

区生态复兴的重要体现，通过发挥体育在传统工业园区

转型中的积极作用，不断完善和优化园区生产和生活环

境，将园区打造成展现城市活力和创新活力的“新生态”。

1.2 政策持续驱动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成为当下经济发展与社会改

革的主旋律。国家针对传统工业转型、体育产业发展、经

济结构调整，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为传统工业

园区向体育综合体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持续驱动力。

1.2.1 体育产业发展政策

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体育产业发展的刺

激政策，其中，体育综合体的建设与发展受到高度重视。

2014 年 10 月颁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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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明确指出

要通过体育设施等载体的建设，推动城市体育服务综合

体的发展，促进体育与商业、休闲、住宅的综合开发，特别

强调通过废旧厂房、老旧商业设施、仓库等的改造盘活存

量资源。2016 年 7 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产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支持和鼓励体育场馆运营，

推进体育旅游、体育会展、文化演艺、康体休闲、体育商贸

等业态的发展，积极打造体育服务综合体。2016 年 10 月

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

导意见》（国办发〔2016〕77 号）指出要鼓励健身休闲设施

与娱乐、文化、商业、住宅等综合开发，打造健身休闲服务

综合体。从国家出台的体育产业发展政策可知，体育综

合体的建设和发展受到党和国家的重点关注和高度重

视，已经纳入国家体育产业发展的整体规划，且已经制定

了明确的行动指南。体育综合体作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

的重要依托载体，在打造经济增长新动能和新的增长点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发

展，既有利于加快新旧产能接续转换，也有利于传统工业

园区的产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1.2.2 传统工业发展政策

传统工业发展政策主要指煤炭、钢铁、机械、化工、纺

织等传统业态的发展政策。从我国传统工业历年促进与

改革的相关政策来看，传统工业的转型也是中央和地方

深化改革和创新发展的重点领域。2016年 2月颁发的《国

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

（国发〔2016〕7号），强调受能源结构调整及经济增速放缓

等因素影响，煤炭行业出现效益下滑、供求失衡、产能过

剩、需求下降、竞争秩序混乱等问题，需要通过过剩产能

的化减，实现煤炭企业的脱困发展。2016 年 6 月，《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营造良好市场环境促进有色金属工业调结

构促转型增效益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42号）指出，

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存量、引导增量、主动

减量，化解结构性过剩产能，推动有色金属工业调结构、

促转型、增效益。2018 年 12 月，《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

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8〕42号）明确指出，受作业环境复杂和产品需求多样

等因素的影响，农机装备产业出现较明显的发展不平衡

问题，部分农机装备有效供给不足、需加快推进农业机械

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除了以上传统工业转型的

发展政策外，国家还针对钢铁、化工、纺织等一系列传统

工业的转型发展做出了明确指示和科学规划。种种迹象

表明，传统工业去产能和转型升级已是大势所趋，这也是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增长动能转换的重要方向。

1.2.3 宏观经济发展政策

面对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和动能不足的挑战和压力，

国家就宏观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刺激政策。2016 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

强调，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推进“三去一降一补”，

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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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2017 年 9 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指

出，提升原材料供给水平，加快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

玻璃、焦炭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2018 年 3 月，国务院政

府工作报告指出，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2018 年 9 月出台的

《国务院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

版的意见》（国发〔2018〕32 号），文件表明，工业转型升级

作为我国总体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要持续利用工业转

型升级资金支持工业互联网发展，加强科技创新与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结合。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来

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将会成为未来相

当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的主基调，这也为传统工业园

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1.3 经济发展需要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整体趋势放缓及国内外经济摩擦

不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形势日益严峻，经济呈现“L 型”

发展态势，转型发展是大势所趋。

1.3.1 经济增速换挡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数据来看，2011 年是我国经济增

速放缓的分界线，在此之前 GDP 增速年均复合增长超过

9%，在此之后，经济增速下行趋势明显，从 2011年的 9.5%

下降到 2018年的 6.6%左右，为 1990年以来GDP增长历史

最低。其中，2016—2018 年我国 GDP 增速分别为 6.7%、

6.9%、6.6%。从当前经济增长的走向来看，“十三五”时

期，经济增速放缓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平均增长率可能只

有 6.2%，甚至更低。这也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

“新常态”（杨振华，2017）。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简单来说，就是随着经济发展形势的日益严峻，我国经济

不再维持长期以来的高速增长，而是转向中高速度增长，

而且如果不能探索出新时代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

新动能和新的增长点，如果不能解决当下经济驱动力不

足和产业结构失衡的矛盾，GDP 增速下行的趋势还将加

剧，整体经济甚至会走向中低速发展。

1.3.2 经济结构调整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低水平阶段，由于经济基础薄弱，

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明显，高速增长可以是一种常见

现象。然而，经过改革开放 40年发展，我国经济规模增长

迅速，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林毅夫，2018），从世

界经济发展的经验和规律来看，要想继续维持高速增长

难度巨大。当然，最主要的原因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失衡，

即供给已经超过了需求，特别是低水平和低质量的供给

远超社会需求，这势必要求经济发展从量的增长转向质

的提升，实现从投资和出口拉动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模式

向提升效益和质量为目标的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

变，这一重要趋势从《2018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已

经得到了印证，因此，高质量发展将会成为未来相当长一

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基于我国经济增速下行

的严峻形势和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从中央到地方积极

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推进经济发展转型和产业结

构调整，其中，体育、健康、医疗、文化、旅游等领域成为新

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体育产业作为我国经济发

展的新的驱动力，必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增

长点和持续推动力，体育综合体的建设与发展潜力无限。

1.3.3 经济政策消化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经

济遭受巨大冲击（张细松，2010），为避免经济发展的硬着

陆和增速下行过快造成不利影响，政府提出和实施了 4万

亿的投资计划，通过拉动内需和产业振兴帮助经济发展

迅速回暖。其中，2008—2010 年间，在经济政策的强力刺

激下，经济增长明显，GDP 增长速度一度高达 11.9%。从

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率先走出经济危机，为全球经济复苏

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自 2011 年二季度开始，我国经济

增速逐步回落，基本上可以理解为进入了前期刺激政策

的消化期。这一阶段，虽然经济政策的刺激还在，但刺激

的边界效益已经逐步降低，并且由于前期国家经济政策

的刺激过大，以致当前经济政策选择的范围缩小，调控效

果降低。在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新的历史时期，传统工

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既是我国传统工业转型发展的

现实需要，也是我国体育产业快速发展的内在诉求，更是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重要体现。

2 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的国际案例

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伯利恒钢铁

艺术文化园区、德国鲁尔区埃森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的

十二号矿井、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因斯布鲁克奥运之

都均为传统产业遗存蜕变为城市人气地标的成功典型，

在传统产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过程中积累了宝贵

经验。

2.1 经典案例

2.1.1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钢铁艺术文化园

体育休闲娱乐一直以来都是世界老工业区向体育产

业园区转型过程中聚集人气的有效手段，因此如何利用

好体育休闲娱乐的魅力和价值是老工业区转型发展的重

要考虑之一。伯利恒集团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第二大

钢铁企业，2001 年宣告破产后，1 800 亩的厂区顷刻间就

成为废弃的“工业荒漠”。为了厂区的可持续发展，园区

在原有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的基础上，构建了一条贯穿

园区的曲线型道路及与之相配套的体育休闲娱乐设施，

并创造出功能丰富和灵活多样的空间布局。改造后，园

区主要包括用于聚集客流及园区定位的游客中心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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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整个园区的钢铁材质高架人行步道、举办免费的家

庭音乐会和娱乐休闲的露天剧场、种满植物的园区生态

场景及节省能量消耗的低等级照明设施布局。体育项目

的植入为园区产业转型和复兴带来了新的动力，并为伯

利恒未来的智慧发展注入一剂强心针。它保证了园区产

业转型升级及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了一批创新

企业的快速崛起以及老旧建筑和周边场地的合理利用，

为周边已有企业提供了诸多支持，也为当地居民和游客

创建了一种消费场景，让原本废弃的工业园区重新焕发

活力。

2.1.2 德国埃森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第十二号矿井

德国埃森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第十二号矿井曾拥有

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煤炭运输系统，是欧洲重工

业发展的缩影，经产业转型升级，现已成为鲁尔区的文化

中心，是展示德国工业繁荣和采矿盛况的一座鲜活的历

史博物馆。园区改造后，形成三大功能区域，整个园区规

划科学且功能分明。第一区域由原锅房改建而成，是整

个园区的核心所在，体现了煤矿区建筑的精华，目前已经

成为世界知名的红点设计博物馆。第二区域则被改造成

功能齐备的工作和生活场景，由幼儿园、陶瓷艺术工作

坊、舞台艺术表演场馆及矿区办公室等主要建筑构成，同

时该区也是第一区域和第三区域的连接处——空中走

廊，通过走廊可俯瞰纵横交错、极富艺术气息的管道。第

三区域由原炼焦厂、煤仓、洗矿场、筛煤车间、大烟囱改造

成各种各样的休闲娱乐设施。园区内的运煤传送带被改

造为摩天轮，水道改造成滑冰道，矿车轨道改造为骑行

道，废弃炼焦厂改建成泳池、滑冰场和骑行空间。园区通

过改造及体育元素的注入，极大地丰富了休闲娱乐的项

目，吸引了人气和人流，保障了园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2.1.3 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因斯布鲁克奥运之都

因斯布鲁克位于奥地利西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

曾先后举办过 1964 年冬奥会、1976 年冬奥会以及 2012 年

冬季青年奥运会，是名副其实的奥地利奥运之都、冰雪运

动之城，因此体育运动一直都是因斯布鲁克地区发展的

核心竞争力。因斯布鲁克在产业转型和区域规划中，把

运动作为一个重要元素，用运动引导城市规划，用运动的

眼光看待地区的长远发展。经过多年的改造和建设，该

地区共拥有 9 个滑雪片区、1 220 km 的夏季徒步道、

115 km 长的山地自行车道、10 个山地攀岩区、近 1 000 条

阿尔卑斯山登山线路和散布于山区中的众多探险营地。

此外，因斯布鲁克以“体育＋”的产业发展模式丰富了城

市的产业生态群落，积极发展与体育相关的生活和产业

配套，餐饮、酒店、购物中心与冰雪产业的网状动态分布，

推动了“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打造体育休闲

场景和娱乐体验，提供适合各类人群参与的运动设施及

场景，汇聚多家顶级运动装备企业，构建科技研发为主的

产业体系，提供专业运动培训学校及配套设施等保障，将

因斯布鲁克打造成为“泛体育生态群落”构建的典范，推

动了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

2.2 主要经验

2.2.1 综合开发及休闲定位提升整体价值

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及环境价值等的整体实现和提

升是钢铁产业园区向体育产业园区转型的前提，因此，立

足园区整体价值提升，进行综合开发及休闲定位是钢铁

产业园区向体育产业园区转型的重要方向。1）以原有工

业形态为依托，注重场地综合利用。从案例的分析来看，

各园区在钢铁产业园区的开发中都没有抛弃原有的工业

遗存，而是在综合考虑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改造利用和

整体开发。通过保护性的开发和利用，园区工业遗存的

历史性和完整性得以保留，人们有机会再次目睹标志性

的钢铁遗存。与此同时，钢铁文化与体育文化在产业转

型过程中实现了完美融合和无缝衔接，进而提升整个地

区的凝聚力。2）积极发展体育休闲产业。体育休闲娱乐

业是聚集人气的有效手段，精心设计的工业风格能够吸

引各地文艺团体，形成文化休闲磁极。废旧厂房被改造

成独特而壮观的体育生态景观，有助于吸引游客观光休

闲，升级后开阔的工业场地能为市民的体育休闲活动提

供绝佳场所，有助于打造独一无二的城市人气地标。

2.2.2 业态融合与生态构建促进产业发展

体育产业与相关业态的融合及“泛体育生态产业群

落”的构建是钢铁产业园区向体育产业园区转型的关键

举措（陈琦 等，2006）。经分析，具体包括“体育＋运动场

景”“体育＋全人群”“体育＋培训”“体育＋科技”等业态。

1）设计“体育＋”运动场景。发展以优势运动项目和特色

运动项目为核心的室内外运动场地，为参与人群设计多

样化、交互性强的运动场景，增加参与者的运动体验。2）

吸引“体育＋”全人群。发展面向所有年龄段人群的运动

休闲产业，注重提升家庭和儿童群体的运动体验，进而扩

大“体育＋”参与群体。3）开展“体育＋”培训。广泛开展

运动项目培训，并提供配套服务以吸引专业人才、专业体

育机构进驻。4）配套“体育＋”科技。吸引世界先进运动

装备企业入驻，并构建以运动科技研发为主的产业体系。

2.2.3 政策引导和科学规划激发发展活力

政策引导和科学规划是钢铁产业园区向体育产业园

区转型的重要保障，较大程度上激发了园区转型升级的

动力和活力。从以上钢铁产业遗存开发利用、“泛体育生

态群落”构建的成功案例中，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发挥了关

键的引导作用。1）注重科学整体规划。为推动工业园区

的转型发展或“泛体育生态群落”的构建，地方政府对各

区域的功能设计和产业布局有着科学整体的前期规划，

并设计一系列有力措施来推动园区的建设与发展。此

外，还通过颁布法律进一步扩大协会的权利范围和管理

界限，现在该协会成为本区域规划的大本营，对矿区的可

持续发展进行统筹安排和全面规划。2）制定和出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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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政府的支持及相关优惠政策的颁布既有利于激发

园区产业转型的活力，也保障了园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例如，德国北威州政府制定了第一个产业结构调整方案

——“鲁尔发展纲要”，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改造煤炭和

钢铁行业。主要的政策主要包括投资补贴、税收优惠、价

格补贴、矿工补贴、发展补助、环保资助等，此外，为了吸

引国内外企业投资，政府采取了简化审批、灵活用工、政

府资助、银行低息贷款及部分无偿援助服务等一系列

举措。

2.2.4 重大活动和设施建设夯实产业基础

重大活动和基础设施是钢铁产业园区向体育产业园

区转型的核心载体，园区转型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好

服务重大赛事和活动的机会，加强体育场馆及配套设施

的改造和建设工作，不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1）保障重

大赛事和活动。钢铁产业园区向体育产业园区转型升级

以及区域未来发展的规模和水平，较大程度取决于服务

重大赛事和活动，通过高质量的赛事服务和活动服务提

升区域的商业价值和社会影响力。由于国际赛事和重大

活动的服务保障涉及领域较广，仅依靠一两家企业是很

难实现的，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出面统筹协调，成为资源的

配给者以及多方利益的协调者，这既是提升赛事服务保

障水平的关键，也是园区转型和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驱动力（康胜 等，2016）。因斯布鲁克地区通过不断举办

世界级的赛事，打造了国际体育城市品牌的影响力，成为

名副其实的奥运之都和冰雪运动之城，当然，其所有赛事

的服务保障都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2）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体育设施的建设是体育产业园区发展的核

心，当地政府对工业遗存的改造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成为该区域发展体育产业的重要支撑。鲁尔工业区在转

型过程中非常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推动交通网络的

建设工作。经过努力，建设完成 10 000 km铁路、600 km 调

整公路、3 300 km乡村公路、730 km联邦公路、6条水运内

航道及发达的航空运输系统，形成欧洲最稠密的交通网

络和最完善的立体运输网络体系（覃朝晖，2010）。丰富

的交通资源为赛事的举办、人群的聚拢和产业生态的多

样化发展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促进了体育产业的良

性发展。

3 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的推进思路

结合国际案例及经验总结，立足我国政策、经济及行

业发展的时代背景，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具

备良好的产业关联度及整体环境，关键是推进思路的明

确。该部分将主要从产业定位、阶段性任务及实施路径 3

个方面重点阐述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的推进

思路。

3.1 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的产业定位

产业定位是指某一区域根据自身具有的综合优势和

独特优势、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各产业的运行特点，

合理地进行产业发展规划和布局，确定主导产业、支柱产

业以及基础产业（黄海燕 等，2013）。考虑到传统工业园

区及体育综合体的产业关联度高、资源互补性强、增长动

能转换快等特点，这里主要结合体育综合体发展的实践

经验，从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产业基础、目标驱动、社会

需求等 5 个维度为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的产

业定位提供参考和借鉴。

3.1.1 基于资源优势的定位

众所周知，资源禀赋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园区的转型

发展，传统工业园区也不例外。因此，传统工业园区向体

育综合体转型应立足园区设施基础、空间布局、土地资

源、项目优势等优势和特色进行园区的产业定位。以新

首钢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区为例，作为具有百年历史积淀

的钢铁园区，随着首钢的停产搬迁，园区出现了大量的钢

铁产业遗存，庞大的闲置厂房和配套设施为园区的转型

提供了丰富的载体，便于各类体育企业和体育项目的入

驻和植入，也便于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特别随着 2022

年冬季奥运会奥组委的入驻及“四块冰”和“大跳台”的改

造和建设，为园区冰雪运动项目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和活力（陈文静，2017）。对于厂房设施体量较小且相对

单一的厂房，在向体育综合体转型的过程中，业态发展尽

量不要定位在大型体育赛事上，可将厂房改造成中小型

或微型体育场馆设施，重点在体育物流、体育培训、体育

健身、休闲娱乐等业态上做文章（钟天朗 等，2013）。

3.1.2 基于区位优势的定位

地理优势和区域优势是否明显也直接制约着园区转

型的产业定位，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的推进

过程中，要充分认识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区域，明确自

身的产业定位。以徐家汇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而言，因为

地处我国经济中心上海，且园区处于城市中心，加上上海

体育赛事资源丰富，所以徐家汇围绕上海建设“国际赛事

之都”的总体目标，把“举办一流赛事”作为园区发展的奋

斗目标。对于在地理优势和区域优势不明显，甚至处在

郊区的传统工业园区，在向体育综合体转型的过程中，也

尽量不要把体育竞赛表演业作为核心业态，可在体育高

端制造、体育智造、体育研发设计、体育旅游等方面进行

规划设计。

3.1.3 基于产业基础的定位

产业基础是产业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

力，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发展过程中要立足

产业基础，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和产业复兴。以湖北武

汉“汉阳造”为例，作为当今武汉的艺术区，“汉阳造”是原

中国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汉阳兵工厂的一部分，闲置以

后，武汉通过对废弃工业厂房进行改造，将其打造成“824

创意工厂”（又叫“汉阳造”艺术区），主要发展文化创意产

业（刘浩，2016）。体育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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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一直以来都受到武汉市政府及体育管理部门的高度

重要，因此，体育综合体在当地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园区转型升级及后续发展过程中，可立足文化创新产业，

重点发展体育电竞、体育文创、体育智造、体育体验式消

费等业态（韩磊磊，2011）。对于全国闻名的 798 艺术区、

751时尚设计广场等传统工业园区转型的典型案例，这些

体育新业态也都可以进行设计和植入。当然，由于以上

体育业态相当一部分属于新型业态，对于哪些不具备产

业基础的传统工业园区，在地理优势和区域优势明显、园

区建筑风格鲜明、园区工业遗存体量较大的情况下，经总

体规划和科学布局，也都是可以进行打造和推动的业态。

3.1.4 基于目标驱动的定位

目标驱动的产业定位就是基于一地经济发展总体目

标，经整体规划和设计而确定的产业定位，这也是目前绝

大部分城市和地区推进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

的关键因素。以富阳银湖智慧体育休闲综合体为例，为

将富阳打造成独具个性的运动休闲城市特色品牌，围绕

“把运动休闲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

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易剑东 等，2015）的目

标，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城市转型及整体发展战略转型，

立足工业园区，推动工业企业向体育企业的转型发展，通

过政府的鼓励和引导，该地区被打造成集展示、研发、办

公、电商、羽毛球馆等功能于一体的体育休闲产业综合

体，产业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显著提升。总体来看，经济

新常态背景下，全国各地数以万计传统工业园区面临转

型及可持续发展的压力和挑战，各园区可围绕当地城市

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促进体育消费的现实需求，根据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推进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的

转型，同时结合当地体育产业发展的整体目标和推进思

路，植入合适的体育业态。

3.1.5 基于社会需求的定位

社会的有效需求是产业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因此，

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过程中应重点考虑社会

和消费者的有效需求，全面推进园区产业转型、业态更新

及服务创新。以嘉定区翔立方体育综合体为例，最早该

片园区属于传统的工业园区，拥有上海机床厂、永红煤矿

机械厂等众多厂房，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升级和节能减

排的政策影响，园区提供的产品已经不能较好满足社会

需要，工厂被迫停产和搬迁，留下了大量的老旧厂房。为

推进园区的可持续发展，当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资对园

区老旧厂房进行改造升级，将废旧厂房打造成集网球、乒

乓球、篮球、滑雪、健身、高尔夫、桌球、武术及商业配套为

一体的体育综合体，较大程度满足了社会体育需求，有利

于园区转型过程中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实现。当

然，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的产业定位，并不是

说一个工业园区只能选择一种思路，各工业园区可以根

据实际需要及资源状况，结合起来总体考虑，确定合适的

产业定位。

3.2 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的阶段性任务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

综合体进行转型发展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从时

间和空间不断优化和完善的过程。在转型的不同发展阶

段，转型的任务和发展的业态有较大差异（张汉飞，

2013）。按照园区转型和产业发展的一般逻辑，传统工业

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一般可分为 4个主要阶段。

3.2.1 体育综合体1.0：强化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该阶段为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的基础阶段，

整个园区依然是传统工业园区的面貌和布局，需在此基

础上，将工业遗存和废旧厂房改建成体育场馆设施、健身

休闲场地及配套基础设施。1）立足原有设施基础、空间

优势、园区特色，在“保护性开发”的前提下，将工业遗存

和废旧厂房改造成体育场馆及配套设施，为后续各类体

育企业及体育项目的入驻奠定坚实基础。2）强化园区周

边道路、景观、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和改造，为以后银行、

商场、邮局等服务和商业配套提供条件。3）基于工业园

区现有的结构和肌理，对于一些标志性的厂房及设施进

行艺术化改造，在提升园区艺术气息和健康活力的基础

上，创造出灵活多样的活动和消费空间。4）突出整体规

划和科学设计，将周边的河流、山脉等资源纳入到体育综

合体的整体建设和规划。5）加强体育场馆及配套设施的

智化建设，不断强化智能硬件和智能软件的配套，为智能

消费场景的打造及服务的提升提供保障。

3.2.2 体育综合体2.0：导入各类体育培训项目

该阶段为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的起步阶段，

整个园区基本已经实现了体育化改造，可总体满足各类

体育项目的植入和体育企业的入驻。1）立足历史积淀和

群众基础，将一些深受市民欢迎和喜爱的体育运动项目

的培训纳入园区，强化园区人群导入。2）立足品牌提升

和长远发展，将一些知名体育培训企业和培训机构引入

园区，并通过政府服务平台、企业运营服务平台、人才服

务平台、科技服务平台、生活设施服务平台等为其提供必

要的服务（赵志耘 等，2014）。3）基于现实使命和发展目

标，积极加强与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交流与合作（董超，

2014），将政府、体育局、体育协会等部门和组织希望重点

发展的项目纳入园区，确保园区发展和社会服务的同步

提升。4）立足市场评估和项目特色，将一些新型的体育

培训项目引入园区，走出一条错位竞争和差异发展之路。

例如，可将击剑、滑雪、射击这类新型时尚的运动项目纳

入园区项目。

3.2.3 体育综合体3.0：引进各级各类体育赛事

该阶段为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的快速发展阶

段，整个园区的体育场馆设施相对完善，体育项目和体育

企业的入驻也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园区的品牌价值

和社会影响力也逐步凸显，为进一步提升园区的商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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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打下重要基础（逄润杰，2014；王雪红，2014）。1）立足

园区的体育场馆资源，积极引进与园区定位和承办能力

相配套的各级各类体育赛事，不断提升园区的社会影响

力和美誉度。2）基于园区体育培训项目的基础，鼓励各

体育培训机构和企业积极举力和承办各体育项目赛事，

不断丰富赛事体系和扩大赛事规模。3）发挥园区体育企

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通过租金补贴、税收减免、贷款优

惠等方式支持和鼓励其通过多种途径培育和打造优质赛

事 IP，不断强化园区对体育爱好者和消费者的吸引力（刘

勇，2007）。4）加强与各级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合作和沟

通，主动承接各类体育赛事的举力和承办，同时做好优质

的赛事服务。

3.2.4 体育综合体4.0：植入商业配套相关服务

该阶段为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的成熟阶段，

通过前 3个阶段的稳步推进，整个园区已经构建了相对丰

富和完善的体育业态，体育企业入驻、体育培训项目和体

育赛事活动的引进已经形成一定品牌和规模，可以满足

社会和市民的一般体育消费需求。当然，餐饮娱乐等相

关商业配套服务还不完善，需进一步推进。1）积极引进

咖啡馆、甜品店、茶室、西式快餐等休闲餐饮，满足体育爱

好者及消费者的饮食消费需求。2）根据园区消费和档次

的整体定位，引进中高层次的酒店，为体育爱好者及消费

者提供住宿服务和会议场地服务。3）举办体育博览会、

体育文化艺术节、体育论坛等体育类及文化类活动，丰富

园区的服务和产品供给。4）充分利用园区的体育要素，

积极构建运动与休闲的综合性运动主题购物中心，满足

消费者购物需求。5）引入亲子游乐园、创新工作室、工作

坊、便利店、电影院、美容店、少儿美术培训等多种商业配

套，不断吸引人群进行消费休闲，实现综合效益的显著提

升（马勇 等，2008）。

一般来说，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的 4个不

同的阶段的发展任务和主要目标就像阶梯一样，从低级

到高级，从单一到多元，从简单到复杂。当较低阶段的发

展任务实现以后，便需要进入到较高阶段的发展任务。

当然，不同阶段的发展任务也不是更新换代般的状态，通

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即使到体育综合体

4.0 阶段，体育设施建设、体育培训导入、体育赛事引进也

会进行不断地更新和持续推进。所以，传统工业园区向

体育综合体转型的 4 个阶段代表的是不同阶段的主要任

务及园区形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任务和状况。

3.3 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的实施路径

从理论逻辑上分析，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

型不仅完全可行，而且具备众多优势。在明确了传统工

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的产业定位和阶段任务以后，

还需要通过政策引导、机制创新、项目植入、企业引进、产

业融合等路径和措施推进园区转型的实施。

3.3.1 以转型升级为动力，推动工业制造向体育智造转型

1）打造体育智造生产与实验中心，推进体育高端制

造、体育设计研发、体育可穿戴设备、高端体育用品、体育

场馆和赛事配套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不断提升园区体育

智造的品牌价值和商业价值（钟天朗 等，2013）。2）积极

推动国内外典型的高端体育智造企业入驻园区，通过园

区龙头智造企业的示范引领，推进园区建设与发展的智

能化及体育企业办公运营的科技化。3）加大体育智造企

业的培育和技术服务支持，通过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

术的引进和合作，全力推进现代化体育和智慧体育用品

制造基地的打造，实现工业制造向体育智造的转变。

3.3.2 以产业融合为路径，构筑“体育＋”和“＋体育”产业

平台

1）立足当地经济发展现状及长远目标，推进体育产

业与科技、金融、文化、商贸、旅游、教育、健康、医疗等业

态的融合发展，通过融合业态的发展，助力综合效率的提

升。2）基于体育综合体的基本构成要素，在推进体育产

业主体业态发展的同时，全力推进酒店、餐饮、便利店、电

影院、工作坊、少儿美术培训等配套业态和服务的发展。

3）基于园区原有的工业遗存和废旧厂房的改造，在保护

性开发的基础上，可推动工业博物馆、工业景观、工业旅

游等的建设与发展，进一步丰富体育综合体对消费者的

吸引力。4）坚持以体育产业为核心，推进体育场馆服务、

全民健身服务、体育教育培训、体育传媒咨询、体育用品

销售、体育中介服务、体育竞赛表演等业态的和谐发展和

融合共生。

3.3.3 以消费升级为契机，打造高端体育消费场景

1）持续推进体育场馆智能化改造、高端体育项目的

引进、精品体育赛事的培育，体育培训机构的优化，打造

高端体育消费场景，为社会提供高质量体育产品和服务，

提升园区的社会美誉度和影响力。2）通过体育文化的宣

传、体育消费品牌的引领、日常体育锻炼的普及、体育运

动技术的指导、各类体育赛事的举力等举措，不断培育和

提升市民的体育参与意识体育消费观念，为园区导入更

多的体育爱好者和消费人群。3）充分利用园区周边的河

流、山脉等自然资源，经科学规划和统筹设计，将其打造

成健身绿道、自行车道、漂流河道、体育旅游线路、露营基

地等，不断拓展体育消费场景的空间和范围。

3.3.4 以项目带动为抓手，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和融合共生

1）强化政府服务平台、体育企业服务平台、体育人才

服务平台、体育贸易服务平台、体育金融服务平台、体育

资源交易平台等产业服务平台和项目的建设，完善园区

转型服务体系的构建。2）推进体育赛事 IP、体育培训基

地、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体育创新创业基地、工业遗

址公园、体育体验式消费区、工业文化展示厅、体育文化

展示厅、体育产业发展配套服务区、城市织补创新工厂等

项目基地和文化基地的设计与实施，推进园区体育业态

的集聚发展（张守龙，2014）。3）基于当地运动项目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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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积淀、群众基础、现实使命、发展目标及项目特色，推进

优势运动项目和特色运动项目的植入和引进，强化园区

消费者导入能力。

3.3.5 以政策引导为保障，营造良好产业氛围和发展环境

1）将体育综合体的建设与发展纳入到当地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纲要，将体育综合体中的体育赛事

发展、体育项目招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体育项目建设、

综合效益实现等纳入政府目标考核中来。2）设立体育产

业专项资金，大力支持园区转型过程中体育项目的培育、

体育场馆设施及废旧厂房的改造升级、品牌体育赛事的

引导、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及群众体育活动参与。3）实

施人才发展战略，运用生活补贴、引进费用、住房安置、培

训进修等为国际级、国家级高水平体育人才的引进和培

养提供资金支持，确保园区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确保

人才政策既能吸引人才，又能留住人才。4）加强与科研

院所及高等院校的合作，为园区体育企业和机构提供技

术服务，并鼓励和支持其与企业深化交流与合作，创新体

育产品和商业模式。

3.3.6 以机制创新为纽带，确保转型的有效推进和贯彻

落实

1）成立体育综合体发展联席会议，将体育行政管理

部门、园区建设协调部门、体育企业纳入联席会议，调动

各方参与园区建设与发展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加快传统

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的步伐。2）引入市场机制，

充分市场在园区转型过程中资源配置、设施改造、项目植

入、人才引进、资本投入等方面的主导性作用，推进园区

转型的健康快速发展。3）明确政府在园区转型过程中的

角色定位，既充分发挥政府及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服务、

协调、引导中作用和功能，又要避免政府对园区转型与建

设微观层面的过度干预。4）加强园区转型的顶层设计，

结合园区的设施优势、空间优势、产业优势及发展潜力，

建立与体育综合体发展相对接和配套的体育产业政策和

监督管理机制，激发园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4 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的保障措施

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发展除了从理论逻

辑、推进思路对其转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之外，

还需对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研制可行的保障

措施。

4.1 政策保障：“三大重点”激发活力

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发展，离不开一系

列政策措施的支持。就当前来看，我国针对体育综合体

建设与发展的配套政策还不够完善，需要立足税收、人

才、科技这 3 个重点方向，建立税收优惠、人才保障、科技

创新的优化发展空间和政策保障体系。

4.1.1 科学研制税收优惠政策

现阶段，除新首钢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区等为数不多

的体育综合体正着手研制税收优惠政策外，传统工业园

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发展过程中的针对性税收政策还没

有，需要科学设计和研制“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

型的若干税收优惠措施”。对符合《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

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的国内投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

进口的自用设备（章祥，2008），除《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

税的进口商品目录》所列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

值税（杨良初，2005）；对经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体育企

业，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杨信，2015）；落实

企业从事文化体育业按 3% 的税率计征营业税（中国政府

网，2014）；体育场馆自用的房产和土地，可享受有关房产

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人民网，2014）；体育场馆等健

身场所的水、电、气、热价格按不高于一般工业标准执行

（陈华荣，2017）；符合条件的体育企业的创意和设计费

用、广告费支出税前加计扣除；符合条件的体育类非营利

组织的收入，可按税法有关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相关优

惠政策（黄海燕，2011；中国政府网，2014）。

4.1.2 全面推动人才保障政策

基于当下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来看，体育

人才保障政策的研制和贯彻落实受到各地区的高度重

视，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发展也应将人才保

障政策的制定及落实放在重要位置，科学设计“传统工业

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的人才保障的若干措施”。支持

建立完整、有效的指标评价体系，对体育人才进行动态管

理；支持建立合理的体育人才选拔任用责任制，落实和规

范选聘主体的权利和责任；支持体育人才在体育相关行

业、企业、部门之间的合理流动，建立合理有效的人才资

源配置模式；鼓励体育人才的公平竞争，建立合理的工资

待遇奖励制度；开展国际体育人才对接活动，积极拓展国

际发展交流平台；实施更加开放的体育人才引进政策，探

索人才、项目、资金、管理模式一体化引进新模式；支持建

设高层次人才多元化服务平台，满足高层次人才发展需

求；为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提供引进费用、生活补贴、住房

安置、培训进修、课题研究、创业支持、子女入学等待遇和

福利；加快新型研发机构、体育产业组织、体育行业协会、

体育人力资源等各类载体建设，形成多元选材、引才、育

才的区域人才发展新格局。

4.1.3 持续推进科技创新政策

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应

鼓励体育企业进行科技创新，促进体育科研成果的转化，

因此积极研制“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的创新

发展的若干措施”势在必行。支持以科技创新、互联网为

特色的现代体育服务业、体育智能制造、大健康等重点产

业发展；设立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精品赛事引导资

金、群众体育发展资金、青少年训练资金等政府引导基

金、产业基金及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基金，推进体育产业快

速高质量发展（许松涛，2013）；支持体育企业通过股票、

73



中国体育科技 2020年（第56卷）第8期

债券、期货等融资渠道、新技术新产品的示范应用等积极

争取各级各类资金等帮助企业做大做优；支持和鼓励体

育企业推进科技研发、落地重大技术创新、推动科技成果

转化；支持和鼓励体育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体育中介

公司提供创新创业服务、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技术交易合

同登记、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管理、科普工作开展、

小微企业参与新技术新产品或政府采购活动及创新创业

生态系统建设。

4.2 平台保障：“四大平台”保驾护航

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发展，除政策保障

外，还需要推进体育企业运营服务、体育人才服务、体育

科技金融服务、体育资源对接服务等平台的服务和保障。

4.2.1 构建体育企业运营服务平台

按照国家园区转型的发展定位和总体要求，需调整、

修编总体规划，进一步完善园区的空间布局；加强体育资

源的整合利用、体育产业的组织引导，完善园区运营服务

体系，创新体育产业发展中金融服务、业务流程、基础配

套的发展模式，提升服务水平；完善市区、政企等多方合

作的工作机制，明确管理权限和职能划分，理顺管理体

制，建立高效统一的工作机制；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创办

体育中介服务机构，全程代办公司注册、注册相关程序、

公司变更、租金合同等事项；加强体育赛事、体育场馆、体

育组织的无形资产开发，通过企业赞助、场馆冠名、特许

经营、媒体合作等形式，提供园区资产的综合利用效率和

经营管理水平，实现整个园区社会影响力及商业价值的

提升；鼓励体育企业实施品牌战略，通过商标及品牌的建

设，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支持企业加大科技研发的投

入力度，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高科技含量的体育产

品和服务（人民网，2014；中国政府网，2014）。

4.2.2 优化体育人才服务平台

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举办与体育产业发展、体

育人才培养相关讲座与培训；派遣人员到国内外进修，与

国内外的人才面对面交流与探讨，开阔思路与视野，近距

离地接触体育科技方面的先进理念和研究成果；建立完

整的指标评价体系，对人才进行评估和引进时，努力做到

理论联系实际，确保个体评价与全面综合评价相统一，同

时对工作人员取得的科技成果进行分层次、分级别的评

定和动态管理；鼓励并促进园区人才间的交流与合作，加

强体育企业与其他企业和部门之间的联系和合作，促进

产业融合发展，延长产业链；采取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

办法，给予所有人公平竞争的机会，选取真正有能力的人

担任相应的职务；建立公平公正、客观合理的考核体系和

工资分配体系，按照地区园区转型发展所需人才的能力、

素质和贡献给予相应的酬劳和奖励；建设体育人才的社

交网络平台，在平台上实时公布社会舆论、公共决策，分

析人才市场走势；建立体育人才的数据库和信息系统，采

集国内外高层次体育人才信息，促进体育高端人力资源

对接。

4.2.3 创新体育科技金融服务平台

拓宽体育产业投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体育企

业发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私募债

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侯高璐，2016），并为企业提

供融资担保；对符合条件的体育企业、体育协会及体育社

团组织给予项目补助、贷款贴息和奖励（葛小雨，2016）；

增设研发创新支持资金，对于有潜力、有突出贡献、并致

力于研发创新的体育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建立科

学的体育投资项目管理标准，规范投资业务管理流程、实

现投资项目投前与投后的一体化管理；围绕体育项目、体

育事件、体育文件、体育基金建立投资关系综合数据库，

确保数据归档的完整性，实现投资项目数据的实时共享。

4.2.4 培育体育资源对接服务平台

充分利用自媒体促进体育资源的融合、优化、对接，

重构企业销售、服务、组织新场景；对接线上线下体育品

牌和招商对接会，在园区举办体育行业交流沙龙、体育项

目分析会，利用共享资源平台，对体育企业进行全方位推

广；为新创办的体育企业提供一系列的资本支持，促进企

业间的资本流通，降低创业者的创业风险和创业成本，提

高创业成功率，促进体育科技成果转化，培养成功的体育

企业和体育企业家；充分利用体育资源交易平台信息公

开、资源共享的特点推动体育企业间交易的达成，为体育

企业提供项目融资、人才招聘、科研合作等信息发布和资

源对接服务。

5 结语

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发展，无论从理论

逻辑还是实践推动层面，都具备了较好的条件和环境，产

业关联度高、政策持续驱动、经济发展需要是传统工业园

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的现实基础和内在逻辑。传统工业

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的国际经验主要有综合开发及休

闲定位提升整体价值、业态融合与生态构建促进产业发

展、政策引导和科学规划激发发展活力、重大活动和设施

建设夯实产业基础。考虑到传统工业园区和体育综合体

之间产业关联度高、资源互补性强、增长动能转换快的特

点，可从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产业基础、目标驱动、社会

需求等 5 个维度对园区转型进行产业定位。传统工业园

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主要可分为“体育综合体 1.0”至“体

育综合体 4.0”4 个阶段，需要分别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体

育项目导入、体育赛事引进、商业配套植入等主要任务。

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推进的实施路径主要包括：

以转型升级为动力，推动工业制造向体育智造转型；以产

业融合为路径，构筑“体育＋”和“＋体育”产业平台；以消

费升级为契机，打造高端体育消费场景；以项目带动为抓

手，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和融合共生；以政策引导为保障，

74



付群，等：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发展研究

营造良好产业氛围和发展环境；以机制创新为纽带，确保

转型的有效推进和贯彻落实。税收优惠、人才保障、科技

创新等政策保障和企业运营服务、人才服务、科技金融服

务、资源对接服务等平台保障是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

合体转型的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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