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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低碳体育旅游将成为体育旅游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低碳体育旅游的必要性主

要体现在体育旅游整体产业链需要节能减排；传统体育旅游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传统体

育旅游与低碳体育旅游要求相差甚远；低碳体育旅游理念还缺乏全社会足够认识 4 个方面。发展

低碳体育旅游的对策主要有树立低碳经济的环保理念；建立低碳体育旅游的激励机制；完善低碳

体育旅游的绿色运营模式；加强整个体育旅游产业链的联合互助机制；培养低碳体育旅游领域的

专业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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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w carbon sports tourism will become a new economic growth point for the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The 

necessity to develop low carbon sports tourism mainly embodies in 4 aspects: the entire sports tourism industrial 

chain needs to save energy and reduce exhaust discharge; traditional sports tourism is lacking in a power mechanism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requirements of traditional sports tourism and low carbon sports tourism are sig-

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conception of low carbon sports tourism has not been sufficiently recognized by the whole 

society. Measures for developing low carbon sports tourism mainly include the followings: establish the 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 conception of low carbon sports tourism; build a low carbon sports tourism stimulation mecha-

nism; perfect the green operating mode of low carbon sports tourism; strengthen the uniting and mutually assisting 

mechanism of the entire sports tourism industrial chain; cultivate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in the low carbon 

sports tourism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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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旅游不同于以往的观光旅游，也不同于单一

的体育健身活动，是体育与旅游有机相结合的一种特

殊的休闲旅游生活方式[1]。体育旅游是以体育作为内

涵、以旅游作为载体，体育提供资源，旅游带动市场。 

所谓“低碳体育旅游”，就是在我国“十二五”规

划将“发展绿色和低碳经济”作为重点内容，全社会

提倡节能减排，应对全球环境恶化趋势，保持经济可

持续健康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倡导的一种体育旅游理

念。国务院办公厅 2009 年 12 月 3 日颁发了《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在这个文件中，除了提

出大力推进旅游与体育等相关产业和行业的融合发

展，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展体育旅游，大力培育发展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休闲、登山、滑雪、潜水、露营、

探险、高尔夫等各类户外活动用品及宾馆饭店专用产

品外，更尤为引人关注的是推出了倡导“低碳旅游方

式”这一概念。与此同时，首次将旅游行业定性为国

民经济的战略性产业和新兴产业[2]。国务院办公厅

2010 年 5 月 5 日颁发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工作

力度确保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通知》指出，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我国政府承诺到 2020 年单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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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生 产 总 值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要 比 2005 年 下 降

40%~45%，节能提高能效的贡献率要达到 85%以上，

这也给节能减排工作带来巨大挑战[3]。《国务院关于加

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将旅游行业定性为国民经济的

战略性产业和新兴产业，就是在减排的大背景下，国

家为配合低碳经济发展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积

极信号[4]。中国单位旅游业增加值能耗为 0.202，约为

全国单位 GDP 能耗的 1/6 和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的

1/11，因此旅游业是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的优势

产业，且有很大的减碳潜力。另外，在旅游业发展和

旅游消费过程中许多奢侈消费环节也助长了碳排放，

旅游业拥有很大的减碳空间。据测算，按碳成本来说，

如果旅游一年减排 1 亿吨，就相当于创造 30 亿美元的

财富[5]。以上分析表明，我国发展“低碳旅游”的趋势

不可阻挡，那么作为“低碳旅游”重要分支的“低碳

体育旅游”也必将迎来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机，是体育

旅游产业中“调结构和保增长”的新生力量。 

 

1  我国发展低碳体育旅游的必要性 

1.1  体育旅游整体产业链需要节能减排 

体育旅游产业主要以体育旅游资源为凭借，以体

育旅游设施为基础，通过提供体育旅游服务满足体育

旅游消费者各种需求的综合性产业。体育旅游产业与

其他产业之间的关联度极高。每一项体育旅游资源的

开发和利用，都会带动许多相关产业的发展。与体育

旅游产业相关的产业主要指为体育旅游产业提供原材

料服务等方面的上游产业和辅助产业；也包括与体育

旅游产业共享某些服务技术，共享某些运营渠道而联

系在一起的产业，如交通业、餐饮住宿业、大众娱乐

业、商品零售业、联系通讯业等。以上这些行业均与

碳消耗紧密相连，有大量温室气体排出，有的行业甚

至耗能非常大[6]。这些状况与我国“十二五”规划将“发

展绿色和低碳经济”作为重点内容，全社会提倡节能

减排，应对全球环境恶化趋势，保持经济可持续健康

发展的宏观背景严重背离。因此，低碳体育旅游发展

必需考虑到其整体产业链节能减排的需要。 

1.2  传统体育旅游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 

传统体育旅游的发展大多只顾眼前利益，忽视体

育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过分注重体育旅游经济利

益，忽视体育旅游的社会人文、低碳生态等效益；在

开发经营体育旅游资源时，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全

面的科学论证，缺乏详尽严谨的评估与规划制度，急

功近利、盲目地开发经营。由于重开发、轻保护，造

成许多不可再生的宝贵体育旅游资源人为的破坏与浪

费。由于缺乏市场调查研究和详尽严谨的评估与规划

制度，使得体育旅游产品的品质很多达不到低碳要求，

低碳体育旅游方面的专业管理人才极度匮乏，忽略了

对游客环保意识和低碳生态意识的宣传和教育，这些

已经成为低碳经济社会我国传统体育旅游产业进一步

健康可持续发展发展的严重障碍。 

1.3  传统体育旅游与低碳体育旅游要求相差甚远 

体育旅游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强关联性体现出体

育旅游的超强带动性，所以传统体育旅游向低碳体育

旅游转型既要通过自身的改进，也必须得到体育旅游

产业相关产业的支持。然而现实中，随着新的体育旅

游模式的不断开发，餐饮住宿业、旅游交通业、联系

通讯业、商品零售业等越来越多的融入到体育旅游产

业中。以上这些产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谋求利益

大化，使用大量的非环保产品，有的产业本身就是

高耗能的高碳行业。因此，必须构建低碳体育旅游产

业体系。从单一体育旅游产业的低碳化发展，到整个

产业体系联动低碳发展，形成产业链条的有机联动，

做好体育旅游产业体系上每个环节的节能减排工作，

实现体育旅游产业体系的低碳生态化路径，整体推动

低碳体育旅游的实现。 

1.4  低碳体育旅游理念还缺乏全社会足够认识 

低碳生活理念从理论到实践需要广大人民的共同

努力， 终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低碳生活”[7]。传统体育旅游向低碳体育旅游转型的

大障碍首先是游客的观念，是游客对低碳体育旅游

的接受程度。“低碳体育旅游观念”与“传统体育旅游

享受”存在一定的冲突性，体育旅游在很多游客眼里

是一种优越的体验享受，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消费和放

松，而低碳体育旅游要求节约、要求环保、要求自律、

要求低碳生活。很多游客会感觉低碳体育旅游是一种

压力，是一种束缚；再有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和传统体

育旅游产业经营开发者，存在着想通过体育旅游产业

获得高速的体现“所谓政绩”的 GDP 增长的片面思想，

不顾体育旅游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盲目、急功近

利地进行市场开发经营，这明显与低碳体育旅游要求

存在一定的矛盾。以上表明，全社会对低碳体育旅游

理念的认识还严重不足。 

 

2  我国发展低碳体育旅游的对策 

2.1  树立低碳经济的环保理念 

第一，走后工业化时代的体育旅游发展之路。抛

弃和摆脱工业化时代体育旅游盲目粗放式开发方式，

要注重低碳经济体系构建，科学开发资源，保持体育

旅游原生态的自然、人文和社会环境来发展旅游经济。

以我国发展较好的低碳天然滑雪旅游为例，据中国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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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协会初步统计，我国已建成的滑雪场近 200 家，分

布在全国 17 个省区和直辖市，滑雪人数也呈倍数及跳

跃式增长的趋势。1995 年，中国滑雪人数仅为 1 万余

人次，2009 年这个数字已突破千万人次，仅河北崇礼

县 4 家滑雪场 2009 年雪季接待游客人数就达到 42 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8 亿元。不过，与国外成

熟体育旅游市场相比，我国的体育旅游业还处于起步

阶段。同样是滑雪产业，总人口只有 700 多万的“冰

雪王国”瑞士，仅滑雪旅游一项，每年接待外国游客

1 500 万人次，创汇 70 多亿美元。 

    第二，全社会树立低碳经济的环保意识。良好的

环保意识是低碳体育旅游发展的基础，保护低碳体育

旅游的生态环境是低碳体育旅游的核心内容，也是低

碳体育旅游有别于其他旅游方式的主要特征。要做好

低碳体育旅游的发展工作，低碳体育旅游就要坚持走

科学化、规范化、生态化的道路。例如，在 2011 年 1

月 16 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低碳旅游实验区工作会议，

就是为了配合国家有关低碳生态旅游政策、法规而实

施的，目的在于不断探索总结经验，通过树立具有典

型特色的安徽黄山风景名胜区、吉林长白山景区等首

批低碳旅游示范区，来加强宣传教育，以点带面，鼓

励全民参与，引领更多景区重视和发展环保低碳旅游，

引导我国旅游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2.2  建立低碳体育旅游的激励机制 

首先，争取将低碳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纳入国家应

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框架，从而得到国家战略性资

源支持，更好地利用财税政策，运用部门协调机制、

减排技术和专项资金等，解决体育旅游产业一己之力

难以突破的瓶颈。其次，充分借用相关领域的政策和

资源支持。我国为建设“生态文明”和“两型社会”

陆续出台系列政策措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

生态环境保护、推进循环经济、推进节能减排等各方

面都有相应统筹安排[8]。体育旅游产业节能减排应充分

考虑借用和依托相关政策措施。第三，要加大金融资

金的支持力度。只要体育旅游企业和体育旅游项目符

合低碳体育旅游市场准入条件和信贷原则，就要给予

多种形式的融资授信支持，确定合理的贷款期限和贷

款利率。符合条件的新兴的低碳体育旅游企业应享受

中小企业等同的各种优惠政策。比如气候宜人、环境

优美、交通便利的海南岛具有先天的旅游资源优势，

低碳体育旅游资源和文化底蕴相当丰富。把海南岛建

设成为低碳的国际体育旅游胜地，需要借鉴国内外先

进经验，应鼓励海南岛先行先试，授予海南岛更大的

自主权和更多优惠的开发开放政策。例如，给予更加

开放便利的出入境政策、优惠的旅游购物政策、更加

开放的航权政策以及海洋旅游政策、更加灵活的融资

政策等等。 

2.3  完善低碳体育旅游的绿色运营模式 

低碳体育旅游应倡导转变传统旅游出行模式，鼓

励游客少乘坐或不乘坐碳排放量多的公交车或自驾车

出游、多采用电动车、自行车或步行等低碳或无碳方

式出游；体育旅游产业自身应扭转奢华浪费攀比之风，

强化清洁、节约、舒适、方便的旅游服务功能，提升

低碳体育旅游文化的品牌性；体育旅游产业应加强体

育旅游智能化发展，提高运行效率，同时及时全面引

进节能减排技术，降低碳消耗， 终形成低碳体育旅

游全产业链的循环经济模式；体育旅游产业应建立相

应的奖惩制度和加大低碳体育旅游的宣传和教育力

度，倡导游客低碳体育旅游理念，提高旅游者文明健

康的低碳旅游消费意识和修养，促使体育旅游者将低

碳体育旅游视为一种义务和自觉的行为规范。例如在

广东，有着丰富生态休闲旅游资源的增城，在发展低

碳绿色旅游方面，走出了发展“绿道旅游”的领先模

式。增城从 2008 年开始建设绿道，目前已完成增派公

路和增江河绿道 100 多公里建设，是目前国内线路

长、穿越景区景点 多、与公路分离相对 安全的自

行车休闲健身道。目前，在增城，游客可以通过骑自

行车、步行和增江水上游等 3 种方式，体验景色优美、

低碳环保的增城绿道旅游。 

2.4  加强整个体育旅游产业链的联合互助机制 

    体育旅游产业覆盖面广、产业链长，涉及的部门

和利益主体较多，而体育旅游产业节能减排工作又贯

穿于产业体系的各个环节。因此，体育旅游产业向低

碳体育旅游发展势必需要相关部门、相关主体的支持

和配合，共建联合互助的推进机制。应注重相关行业

规划或计划的衔接，采取共同出台相关低碳经济政策、

共同制定低碳生态标准、共同监督低碳工作执行、共

同评定检验低碳工作效果等形式，将体育旅游整个产

业链的节能减排工作融入国民经济体系中综合规划、

执行和考核；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要为整个体育旅游

产业链创造有利的宏观外部环境和内在奖励机制，调

动企业发展低碳体育旅游的主体作用和积极性；必须

构建低碳体育旅游产业体系。从单一体育旅游产业的

低碳化发展，到产业联动低碳发展， 后到区域经济

综合低碳发展，实现体育旅游产业低碳化路径，构成

体育旅游产业链条的有机联动，做好体育旅游产业体

系上每个环节的节能减排工作，整体推动低碳体育旅

游的实现。 

2.5  培养低碳体育旅游领域的专业管理人才 

随着体育旅游向低碳体育旅游转型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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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懂得低碳体育旅游的经营管理人才的需求量迅

速增长。整个低碳体育旅游产业体系经营管理水平与

服务质量的竞争，集中表现为人才的竞争。然而，目

前体育旅游向低碳体育旅游转型过程中，懂得低碳体

育旅游经营管理的人才却极度缺乏。我们必须清醒地

认识到体育旅游要想向低碳体育旅游成功转型，要想

同时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人文效益和生态环保

效益，就必须有懂得低碳体育旅游的专门人才参与运

作和管理。为此，要整合低碳体育旅游产业体系的教

育资源，加强低碳体育旅游学科建设，优化专业设置，

深化专业教学改革，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中大力发

展低碳体育旅游教育，提高低碳体育旅游教育水平。

建立和完善低碳体育旅游职业资格和市场准入制度。

总之，加强低碳体育旅游领域相关专业管理人才培养

是当务之急。 

 

我国低碳体育旅游的发展建设是一个系统的不断

完善的工程，不是一个部门或一个产业在短期内可以

完成的，需要经过体育旅游产业及其相关联产业在长

期的发展历程中去融合发展和努力探索。体育旅游产

业要根据自身的实际发展情况，同时统筹兼顾与其相

关联的各个产业链自身生产状况，在广泛吸取国内外

优质低碳环保企业的发展经验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制

定和实施 佳的低碳体育旅游战略经营管理模式。只

有这样，才能实现我国低碳体育旅游的健康可持续发

展，为我国整体“低碳旅游”和“低碳经济”的发展

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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