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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8年全国农运会将对泉州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将扩大城
市的影响力，帮助打造城市“体育名片”，推动基础设施及体育场馆建设；其次，通过提高全民道
德素质、形成文明社会风尚、增强市民凝聚力促进城市文明建设，提高环境质量；第三，依靠合

理规划和大规模投入将不断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最重要的一点，是能

够在筹办及举办过程中形成有特色的体育文化并推进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实施。 
关  键  词：第 6届全国农运会；体育产业；泉州 
中图分类号：G8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8)02-0036-05 
 
Prospect of the effects of National Peasants Games 2008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of Quan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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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Da，WANG Qing-long，YANG Li-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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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Peasants Games 2008 will produce the following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of Quanzhou 

city: 1) it will make the city more influential, help create a “sports name card” for the city, and boost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fa-

cilities and gymnasiums; 2) it will, by uplifting moral making of the citizens, form a civilized social ambience, strengthen citizen 

cohesion, boost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civilization, and enhance environmental quality; 3) it will, by relying on rational planing 

and mass investment, constantly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boost the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and most importantly, it can form a featured sports culture and boost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asant sports and fitness projects in 

the process of preparation and ho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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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农业部、体育总局、中国农民体协主办，

福建省人民政府承办的第 6 届全国农运会将于 2008

年 10 月在泉州举办。这是建国以来，福建省首次承

办同时也是泉州市第一次举办国家级综合性运动会。

这对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毗邻港澳，东与台湾隔海相

望，有着悠久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城泉州来说，是弘扬

福建闽文化，展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新成就，扩大

福建、泉州在国内外影响，促进农民体育运动和农村

各项事业及体育产业繁荣与发展，增进海峡两岸体育

和文化交流的绝好机会。为此，泉州将利用举办第 6

届全国农运会的契机，对比赛场馆、城市基础设施和

环境建设与综合整治等投入超过 44 亿元(人民币，下

同)的资金，这种投资力度对泉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

响是史无前例的，将对提高城市人文素质、推动城市

建设和相关产业发展、打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社会

竞争力，为泉州创业型城市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起到

支撑和带动作用。本文拟就举办第 6届全国农运会对

泉州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综合效应进行预

期研究。 

 

1  对泉州城市形象的影响 

1.1  扩大城市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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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运会是我国五大国家级综合性运动会之

一，是我国 9亿农民的体育盛会。届时包括台湾在内

的 32 个省、市、自治区将派出 6 400 多名运动员参赛，

预计有近 4万名海内外宾客前来观光，中央、海外、

港澳台及全国各地近百家媒体、近千名记者将云集泉

州，进行高覆盖率的媒体宣传。特别是央视相关频道

将实况直播开闭幕式和比赛盛况，全国各省市的媒体

也将做全方位的立体报道，百万现场观众及亿万电

视、电台、报纸、网络媒体的观众、听众和读者都将

倾情关注此次盛会。泉州将以“拼搏、创新、和谐、

小康”为主题，展示“敢拼爱赢”的闽南文化精髓与

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建设的新风貌；以“活力泉州、

人文农运”为理念，体现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勃勃

生机与独特地域传统文化内涵；以突出“海峡两岸，

同胞亲情”为特色，增进海峡两岸沟通交流和敦亲睦

谊，抒发海峡两岸人民渴望祖国统一的迫切愿望。以

此令世人了解和认识泉州，提高泉州知名度，扩大泉

州的影响力。 

1.2  打造城市“体育名片” 

泉州的体育运动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全市

现有 6个全国体育先进县，7个全国和 24 个全省农村

体育先进乡镇，17 个市级行业体协和单项运动协会，

60 多个各种俱乐部和武术馆校，200 多个功拳操辅导

站。2001 年，泉州体育局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全国

全民健身周先进单位”称号。此外，体育作为对外交

流的窗口，截至 2002 年，先后有欧美、日本、东南亚、

澳洲及港澳台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团队来泉

州访问，并举办南少林武术节、六届南安“郑成功杯”、

泉州“侨光杯”国际篮球邀请赛、超级工商“福建杯”

国际篮球邀请赛、“诺基亚杯”国际足球邀请赛等具

有一定国际影响的赛事。而本届全国农运会在体育场

馆、比赛器材、交通运输、餐饮住宿、医疗卫生、安

全保卫、电力通讯、新闻导播、城市环境、旅游资源

等硬件方面，在竞赛组织、礼仪、接待、宣传推介、

志愿者服务、文化活动、后勤保障、票务、市场开发

等软件方面均将严格遵循承接全国大型综合性运动

会的要求，提高承办大型赛事的能力，达到宣传泉州

的正面效果，提升泉州体育城市的知名度、美誉度。 

1.3  推进城市建设 

从国际经验看，举办诸如奥运会或世界杯足球赛

等特大型赛会，可使举办城市基础设施水平提前 20～

50 年[1]。为承办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第 6 届全国农运

会，组委会把 15 个大项、150 多个小项合理分配在泉

州市区、南安、晋江、石狮、惠安等地比赛，为改善

农运会主赛场交通状况，已投资 4.8 亿元建设 17 条市

政道路[2]，并计划于 2007 年底前，完成泉州海峡体育

中心“一场一馆”、14 个比赛场馆和 9 个集训场馆、

城市立交桥和内环路的修改建任务，泉州晋江大桥、

泉州市接待中心和城郊市区道路两侧景观带建设，城

中村、厂、街道与公共基础设施的搬迁改造及环境污

染治理等 55 个城建项目，初步实现基础设施由基本

适应型向适度超前型转变，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

次中心城市为骨干，以港口为依托，以沿海、沿江、

沿路连结重点城镇为支撑，形成具有闽南侨乡特色的

大泉州“半小时城市群”。 

 

2  对泉州社会发展的影响 

2.1  对城市文明建设的影响 

为迎接第 6届全国农运会，泉州以“活力泉州迎

农运，道德新风伴我行”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公民道德行为规范实践

活动，并将主题活动贯穿农运会筹备工作全过程，从

中心市区向县域和农村延伸，从行业创建向全民参与

延伸，从市民向农民延伸，使广大市民群众在文明用

语、礼貌待人、讲究公德、遵纪守法、维护秩序等方

面有明显进步。此外，还成功承办了全国“亿万农民

健身活动”先进乡镇特色项目展示会，为确保城乡环

境和崭新城市面貌的“家园清洁行动”，以及“迎 2008

年农运会”专题文艺晚会等宣传推介活动。还将陆续

策划组织农运会吉祥物设计比赛颁奖大会、“喜迎农

运，倒计时 200 天、100 天、50 天”文艺表演晚会和

赴台宣传推介农运会等大型宣传活动。这些系列活动

不仅会丰富城市文化生活，使市民在身体活动和情感

交流中带动着城市精神的发展，在社会互动中引领城

市精神的提升[3]，而且还能提高全民道德素质，形成

文明的社会风尚，增强市民的凝聚力，成为泉州社会

进步的力量源泉。 

2.2  对城市文化遗产的影响 

泉州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拥有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535 处，其中国家级 14 处，省级 37 处，曾荣膺

“全国文化模范市”称号。享有“宗教圣地”“宗教

博物馆”“海滨邹鲁”“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和“南少

林武术发祥地”之称，自古就有“地下文物看西安，

地上文物看泉州”之说，而且还到处弥漫着浓厚的乡

土文化气息，有被称为“中原古语言”的泉州方言、

“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的南音、“宋元南戏活化

石”之称的梨园戏、“世界木偶之王”的提线木偶和

纯朴的民俗风情等内涵深厚的闽南文化[4]。几千年华

夏文明为泉州留下的丰厚历史文化遗产，不仅使 608

万泉州籍旅居海外的同胞倍感亲切，也将对所有游客



 
38 体育学刊 第 15 卷 

 

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与影响力。农运会期间，泉州可以

将自己的文化底蕴和所取得的卓越文化成就展示在

世人面前，使他们在此找到各自的文化根源，从而让

泉州的历史文化遗产得以迅速向外扩展与弘扬，走向

世界。 

2.3  对城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活力泉州、人文农运”的理念是以全面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为指导思想，把举办农运会与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

设相结合，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结合，与提高城

市文明素质和农民的整体素质相结合，加快泉州城

市、社区和农村的环境与经济建设，打造城市品牌，

弘扬泉州爱拼敢赢的人文精神，推动先进体育文化在

城乡的互动、传播与扩展，建立健康、文明的体育生

活方式，凸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三农”特性，突出

“海峡两岸，同胞亲情”特色，反映出“富裕、安定、

健康、友谊”的城市品位、人文礼仪与和谐的时代精

神，展示和促进海峡西岸现代化工贸港口城市的新风

貌，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2.4  对泉州环境的影响 

环保和生态建设水平是衡量城市现代化水平的

一个重要标志。目前，泉州拥有各级环境保护机构 47

个，自然保护区 4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个，

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 27 406.80 hm2，约占全市土地面

积的 4.26%，并有 600 000 多 hm2、占土地总面积 80%

的山地，由晋江和洛江连接着长达 427 km 的海岸线，

有着背山临海、江海相连的自然地理环境。筹办第 6

届全国农运会期间，泉州将进一步加大环保和生态环

境建设的投入力度，拟组织专门机构对全市环境进行

监测，确保城市空气质量和卫生环境达到既定要求，

并通过对建筑陶瓷业的整治和制鞋、水泥行业等的污

染治理，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量，加大对噪声、流域、

区域、海域污染的防治，使“四山两江”的生态环境

建设与保护得到进一步加强，实现泉州城乡生态环境

质量的明显改善和可持续发展，从而使泉州成为具有

福建闽南特色的山水文化城市。 

 

3  对泉州经济的影响 
3.1  拉动城市经济的增长 

国内外经验表明，大赛事必有大投入，大投入拉

动大发展[5]。举办第 6 届全国农运会必将刺激消费需

求，带动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近 4年的筹备

中，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新建或完善一批体

育场馆、城市交通、通讯及住宿接待等基础设施，

2005～2006年已累计投资44亿多元用于55项城市基

础设施改建，而用于农运会场馆建设、场地整理与配

套设施建设资金约 10 亿元。这笔巨额新增投资，再

加上该投资所产生的乘积效应，将成为泉州经济高速

增长的助推器，对建筑、通讯、交通、旅游、餐饮等

行业产生巨大作用，并能产生 4万多个就业机会。此

外，在申办和筹办过程中，不断提高和强化居民的体

育意识，引导和带动居民的体育消费，尤其是参与性

体育消费、观赏性体育消费和体育用品消费，从而能

在拓展消费领域和形成新的消费热点等方面服务和

拉动城市经济[6]。这种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

为主体，个人、外资、社会投入为补充的投资体制，

最终转化为泉州经济增长的动力，对泉州经济发展将

带来前所未有的积极影响。 

3.2  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 

泉州是我国体育运动装备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

全市拥有上千家体育运动装备生产厂家和一大批名

牌产品，如“斯舒郎”“健健”“凯胜”“伟士”“匹克”

“舒华”“安踏”“361°”等，它们可选择以合作伙伴、

主赞助商、特约赞助商和服务商及大型活动与特殊载

体冠名赞助商等形式进入农运会。而全国农运会作为

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属体育产业范畴。泉州采取社会

筹资办法，截至 2007 年 9 月，已有近 500 家企业捐赠、

赞助款物达 2.06 亿元，其中资金 1.946 亿元，实物价

值 0.114 亿元[2]。这是泉州有史以来得到对运动会捐

赠、赞助款最多的一次，不仅为今后提高泉州承办大

型综合性运动会能力提供了宝贵经验，也为泉州乃至

福建省体育事业改革、发展与壮大体育产业提供了良

好思路。此外，全国农运会的承办还带动了体育竞赛

表演业、健身娱乐业、新闻业、广告业、体育用品与

电脑体育彩票销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体育用品销

售量的增长，又带动了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7]。这

对鼓励社会力量投资体育事业和兴办体育产业，组建

多种形式的体育组织和经营实体，规范发展体育健

身、竞赛表演、体育用品行业都起到积极作用。 

3.3  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泉州山海奇会，景色如画，文物古迹星罗棋布，

是遐迩名闻的旅游胜地。年平均接待游客 500 万人次

以上，连续 7年名列全国旅游城市接待境外游客人数

前 10 名，2002 年泉州被授予“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称号，旅游总收入达 73.2 亿元，旅游业已经成为其三

大主导产业之一。泉州市现有星级酒店 52 家，其中

三星级以上酒店31家，还有尚在评星的酒店100多家，

餐饮住宿可以接纳来宾 3 万人以上[8]。泉州利用承办

第 6届全国农运会的契机，投入巨资修复重点文物古

迹，加快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目的地建设，以清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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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休闲、南少林宗教武术、“海丝”历史文化三大

景区和海峡旅游商品城建设为重点，积极开发特色旅

游商品，并通过整合周边旅游资源，开辟多条综合观

光旅游线和专题旅游线，如宗教朝觐游、泉州古建筑

游、崇武古城游、泉州度假健身游以及德化古瓷、安

溪茶叶史考察交流旅游线等，并通过一系列旅游促销

活动，向国内外推介泉州旅游资源。农运会期间预计

莅会总人数将达 4万人，这将对泉州的“吃、住、行、

游、购、娱”等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做大做强旅

游业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 

3.4  调整产业结构的布局 

作为一个上游产业，体育产业与其它产业关联度

极强，它的发展能够有效带动和提高许多关联较强、

联系较为密切的行业，如旅游业、服装业、交通业、

建材业、通信业和机械业的活力和增长潜力[9]。泉州

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会极大地带动相关的第二

和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对泉州创业型城市的经济社会

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而且还能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

升级，促进企业由产品的生产和经营向品牌经营转

变，从而加快提升泉州的整体竞争力。 

 

4  对泉州体育的影响 

4.1  形成有特色的城市体育文化 

体育作为人类身体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促进人的

发展的重要中介。在物化层面，体育通过各种运动形

式、方法、手段满足人们对身体运动的需要；在精神

层面，体育以其文化形态渗透在人们的价值体系中，

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精神世界[10]。每一位泉州市民在

申办和筹备全国农运会过程中，以不同形式关注、参

与和宣传人文农运，弘扬奥运精神，不仅加深了对体

育的认识，而且身心也受到体育精神的熏陶与感染，

逐渐开始学习和接受现代体育所表达的理念和价值

观，激发了他们参与体育的热情，使其成为体育运动

的实践者，这为增进人们交流、凝聚精神动力、展示

城市形象、体现城市精神提供了健康的文化影响力和

精神动力，对城市的文化建设和形成特色的城市体育

文化起到促进作用。 

4.2  推进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实施 

作为推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重要措施，福

建省制定了《农民体育协会“十一五”工作规划》，

要求以建制村为基本单位，实施“五个一工程”。即：

健全一个体育协会、建好一个活动场所、举办一次竞

赛活动、培训一个体育指导员、建立一支健身队伍。

为此，泉州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体育

工作意见》和《农村体育工作五年规划》，以支持、

帮助、配合体育部门推进“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实

施，并以举办第 6届全国农运会为契机，大力宣传，

营造氛围，展示新农村、新农民、新风貌，扩大农民

体育的社会影响。现已建立和完善了市、县（区）、

乡（镇）、村 4级农民体育协会组织和指导服务体系，

农体协成立数达 70%以上，逐步形成了网络，并通过

动员经济较发达的乡镇、民营企业、港澳同胞与海外

侨胞捐资建设上规模的体育场地、园区、健身路径等

硬件设施，为广大农民开展体育健身活动创造条件[11]，

使全市经常性参加体育锻炼的农村人口达到了

35%~40%[8]，这不仅有助于培养农民的健身意识，也

可以推进农民体育活动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4.3  满足体育外交活动频繁的需要 

体育外交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实质上是体育

文化的传播过程。它为人们认知体育文化、认知体育

与人的发展以及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机遇[10]。

现代体育外交的频繁和体育生活化，正在改变着人们

的生活和对体育的认识，这不仅是对体育文化和奥林

匹克精神的传承与扩展，更是对举办城市地域传统文

化和城市体育文化的推介。近年来，泉州多次举办洲

际、全国和省级单项系列比赛，如亚洲篮球俱乐部联

赛、中国女排全明星表演赛、中日女排对抗赛、大陆

与港澳台地区大学生篮球赛、全国乒乓球甲A联赛等，

特别是以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依托，充分利用

“活力泉州迎农运”热身赛的契机，举办 2007 年“燕

京惠泉啤酒杯”首届中国（泉州）国际狮王争霸赛，

共吸引来自新加坡、巴西、加拿大及中国台北、福建、

广东、河南、天津、湖南、河北等 12 支舞狮队伍参

加。这种以不同形式、不同规模、不同层次进行的体

育外交活动，构建起与全国及世界各地多元文化交流

的网络。 

4.4  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体育场馆资源 

进行体育大赛的规模和类型选择时，要综合分析

城市对赛事体育资源的吸引能力，并进行科学的布局

与规划设计[12]。按照泉州市委提出的“策划高水平方

案，建设现代化场馆，举办有特色运动会”的目标要

求，投资 10 多亿元用于海峡体育中心“一场一馆”

建设，侨乡体育中心“五馆一场”和其它比赛场馆的

改造维修，南安“八月湖”垂钓中心和风筝、游泳、

龙舟、自行车、民兵军事三项等比赛场地建设维修改

造与配套设施建设。其中“八月湖”垂钓中心完全按

照国际标准建设，建成后将成为全国最标准、最大的

钓鱼基地，并建一座四星级酒店和多座别墅型宾馆配

套设施，以承接国际钓鱼大赛。而海峡体育中心“一

场一馆”作为第 6届全国农运会的主场馆，按甲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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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建筑建设，将成为泉州标志性建筑之一，该馆能容

纳观众 8 188 人，可举办全国性和单项国际性篮球、

排球、手球、冰球等比赛，也可为各种演出、集会活

动提供场所，成为一座大型多功能综合体育馆。此外，

还投资 4.8 亿元建设了 17 条市政道路，推动片区繁荣

经济发展，缓解市区交通压力，改善全国农运会主赛

场的交通状况。这些场馆从布局与规划设计看，不仅

为泉州未来办大型运动会创造了条件，对体育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也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李益群，丁玲娣，詹建国，等.成功申办与举办第
29届奥运会对中国社会环境的影响[J].中国体育科技，
2001，37(7)：15-17. 
[2] 王朝晖.为改善农运会主赛场交通状况，投资 4.8
亿 元 建 设 17 条 市 政 道 [N/OL]. 泉 州 晚 报 ，
2007-09-06.http：//www.qzwb.com. 
[3] 韩冬.体育促进我国大城市市民素质提高的实证研
究[J].体育科学，2005，25(6)：87-93. 
[4] 黄安民.泉州市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J].地域研
究与开发，1998，17(4)：77-81. 

[5] 陈南生，熊畅.广州 2010年第 16届亚运会的办赛
理念[J].体育学刊，2007，14(2)：29-32. 
[6] 鲍明晓.2008 年奥运会对中国及首都经济的深刻
影响[J].首都改革与发展对策研究，2001(8)：38-41. 
[7] 徐卫华，赵克，王诵诗，等.竞赛表演市场对区域
经济和社会发展作用的调查研究——以厦门国际马

拉松赛为例[J].中国体育科技，2004，40(1)：23-25. 
[8] 中共泉州市委，泉州市人民政府.福建省泉州市申
办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会可行性报告[R].2003. 
[9] 刘飞，杨建梅，关欣.举办亚运会对广州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影响[J].体育学刊，2005，12(2)：21-24. 
[10] 冯霞.人文奥运对北京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J].体
育文化导刊，2005(12)：32-33. 
[11] 泉州市农民体育协会.泉州市农民体育工作 2006
年至 2010年发展规划[R].2005. 
[12] 崔颖波，姚颂平，孟凡强.对大城市选择国际体育
大赛的原则等问题探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4，
28(5)：9-13. 
 
 

[编辑：黄子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