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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体育产业将是 21 世纪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此行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人们

的健康,而且还可通过发展相关产业链,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连云港市临近东海,

拥有着丰富旅游资源的同时,还具备有开发体育资源的超前优势,但是在具体开

发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如连云港各大游泳池面向社会开展暑假游

泳培训,取得的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场馆相对较少,宣传力度不够大，

招生渠道较窄，培训规模不大，且易出现安全事故等，这些因素都将阻碍游泳培

训的进一步发展，但依旧不可否认的是游泳培训市场发展潜力非常大。为了适应

由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导致的居民不断增强的体育锻炼意识,以及对体育产

业的不断需求,减少每年暑期多发的溺水事件,提高人们的水中自救能力,改善人

们的健康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对连云港体育产业发展现状及制约因素进行分析,

争取打造出符合人们需求的游泳培训机构。游泳培训中心的建设将致力于通过专

业的培训,严格的教学体制,引导人们渡过一个文明、健康、快乐、安全的暑假,

让游泳运动更好地走入人们的生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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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计背景

1.1 社会政治经济背景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解决温饱问题已经不能完

全满足人们的需要。人们开始不再只是追求生活水平，而是逐渐将目标转向追求

生活质量方面。人们对体育价值的认识以及消费观念也在不断地变化，在这方面

的观念也在不断地提高。公共体育设施被作为城乡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主要载体，

在保障群众体育健身权益和满足群众体育健身需求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由此，体育运动对人们生活所起到的积极调节的作用也必将进一步地被表现出来。

现在体育培训已经属于我国体育产业的一项新的增长点,体育培训已经成为体育

产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游泳称之为 21 世纪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因此，参与游泳运动健身休闲的

人将会越来越多。在社区出现大量游泳场馆，尤其是暑假前间开展的尤为兴盛。

当代社区游泳场馆兴起归于我国社会经济与社区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将是使我国

由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策略的一种体现,也是游泳运动项目事业蓬勃发展的表

现。在某种意义上增加相关收入，带动相关经济产业的发展；推进社区体育文化

形成和推动游泳运动项目的进一步发展；促进大众体育的发展并且和加快了全民

健身的步伐。体育经营活动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体育场馆特别是游泳场所的经营

活动在有效地推动地方群体体育健身进一步展开，在引导群体体育消费方面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

1.2 本地区经济发展及体育健身发展状况

连云港市体育局经济处处长叶新成通过数据分析得出，2013 年连云港市

体育产业增加值仅占全国体育产业增加值的 0.25%。2014 年年底,连云港体育产

业总产值达到 21.35 亿元,实现增加值 10.12 亿元,同比增长 12.07﹪,但增加值

仅占连云港 GDP 比重约 0.53﹪。这些数据表明，连云港市的体育产业尚处于摸

索、起步的过程，暂时还未能够较好地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同时也说明，

我市体育产业还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与潜力，在产业总量、结构以及产业政策方

面都需要深入地去研究、开发。

经过近两年的发展，连云港市体育产业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以及发展优势，

也逐渐融入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去，随即也涌现出一批体育用品的制造企业，

各县区陆续建成体育场馆，全民健身运动日益兴盛，体育事业稳步发展。2016

年连云港三名运动员入选了第 31 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实现奥运会金牌零

的突破。新成立市级体育协会 6家，总数达到 52 家，组织比赛活动 45 项，举办

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 20 期。市、县区全面建成省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

尽管发展迅速，但连云港市体育产业仍面临不少难题和不足，如体育产业占经济

总量的比值不高，生产经营的方式亟待转变，核心竞争力也有待提高，体育制造

业与苏南地区的差距渐渐地拉大。居民收入对其参加体育活动有重要影响;群体

活动的开展与沿海开放城市这一形象不吻合;社会体育指导员缺乏;体育消费意

识淡薄;政府对于体育资金投入不足。应大力增强市民健身意识,加大对体育设施

的经济投入,促进连云港市群众体育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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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社会需要

连云港市作为一个海滨城市来说,连云港共有 3个市辖区,4 个县，江河湖海

相对而言也是比较多的。连云港各地区游泳场馆的运营比较匮乏，尤其是本就为

数不多的场馆又多集中在市区地带，地方乡镇几乎看不到游泳馆。随着天气的不

断变热以及暑假的到来，附近又没有合适的游泳场所，会有更多的孩子走进水库

或池塘戏水避一时之暑,但多由于泳技不佳又不懂得突发情况下的自救方法，以

至于每年暑期溺水事件都在频繁发生,令人心痛的同时不禁反思,如果有更多更

好的游泳场馆以及培训机构,是否会减少此类事情的发生或降低此类事件的危害

性后果。因此,开设游泳场馆是应当下社会所需,利用正规场馆开设游泳课程，可

以向更多的人传授落水救护、游泳抽筋自救等方面的技巧，掌握意外状况下救护

和自救的基本方法，强化人们的生命意识，加强有关于游泳安全方面的教育，提

高自我控制能力以及自救能力。

1.4 本行业发展现状及问题

本地区游泳培训刚刚兴起不久，加之场馆屈指可数，场馆之间的恶性竞争目

前来说还是比较小的。但多数场馆营销方式单一，多采用人工促销的手段，但是

却忽略了现今社会作为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完全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来推销自己，

让更多的人了解游泳，关注到我们的场馆，也恰是忽略了这一点导致宣传力度不

够，消息传播范围出现局限性，广大市民错过了很多了解我们的机会，也使我们

错失了很多客户。

从经营角度上来讲，现在的各大游泳场馆在经营方面显然也有自己阿的手段。

有的场馆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经营模式。但是绝大多数的场馆仍然缺乏一个完整的

经营模式。就比如说现阶段许多场馆中的教练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考核，非执

证人员上岗，只是为了抓住暑期短时间内赚钱的这种情况比较多。但与此同时,

随着健康问题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尤其是儿童锻炼的市场也随之发展起来。国家

正加强对运动锻炼市场的管理，加大对教练的要求以及监管力度。使游泳培训市

场越来越完善，促进了游泳培训中心的规范化发展，同时也改善了人们的体育运

动状况。

2 设计目标与内容

2.1 设计目标

游泳培训中心的建设，将以游泳强身、健康发展，提高人们体育锻炼兴趣为

主要服务内容，用专业的游泳教练教标准的游泳动作，全面采用规范系统的教学

模式，用完善的管理和运营结构，对学员进行严格正确化的指导培训。保证在最

大程度上满足学员来游泳培训班的最初目的，通过游泳教学来提高现在人们的身

体素质，增加人们的锻炼意识，丰富暑期生活,减少广大学员的肥胖程度，同时

也起到减少暑期溺水事件发生的作用。在不断的教学拓展以及不断改进的程度上，

力争将本培训班发展成为在本地区最具有时下影响力的、具有自身办班特色的、

本行业口碑一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顾的优秀游泳培训机构，通过培训班的

良好的教学态度、过硬的教学质量，获得良好的口碑和每位学员的信任，做到向

地区普及游泳健身意识，争做本行业的先锋。以“让人们学会游泳技能,加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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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溺水防范意识和自救、救生能力”为目标,引导人们渡过一个文明、健

康、快乐、安全的暑假。

2.2 主要设计内容

2.2.1 办公设施配置

 泳池周围必须配备的救生椅、救生圈、救生竿等救生器材缺一不可。

 在醒目位置张贴的必须的警示牌、公告牌、泳池须知等配备到位。

 在服务台及检票口周围设置教练及学员风采展示区域、各种会员卡及课目价

格公示区域。

 办公区域、服务台、休息区以及更衣室的桌椅、橱柜、板凳,打扫工具配备

到位。

 机房操作间、配药室所有器材,水处理系统、淋浴间供暖系统、照明系统、

供水系统、场馆的空调系统等检修安装完毕。

2.2.2 货品采购

 泳池水质处理药物预订好商家,进行初期药品采购;

 游泳装备、游泳圈、水上玩具、饮料冷饮等销售产品进行前期采购, 针对教

学浮板、背漂等教学用具预算好数量进行配置,并预留下供货商,便于及时调

换货品;

 配置一套专业的水质检测装备;

 配置一套人工水质处理装备。

2.2.3 人员配置

馆长即承包人(兼教练员、救生员)1名,救生员 6人,教练员 4人(教员可兼

管救生),保洁(更衣室管理人员)男女各 1人,保安 2人,服务台销售员 2人,检票

员 2人,售货员 2名,水质处理员(泳池必要时间人工清理)1名。

2.3 设计规模

所承包游泳场馆的的设计面积为 650 平方米，其中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国际标准短池 25m×12.5m（312.5㎡），按照《北京市游泳暂行办法》中规定

的人均面积不少于 2.5/㎡计算.游泳馆可以容纳人数为 120～125人/场，外

加泳池周围休息区域及过道，救生椅及救生器材摆放区域共占地约 400平方

米

 办公室：大约 30平方米

 服务台及检票口：大约 3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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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货区及休息区：大约 60平方米。休息区内要放置些桌椅在休息区大约 2
米左右教练墙展示，有 2米左右的优秀学员的展示墙，还有 1米会所介绍展

示墙,有 2个洗手间。

 更衣室：二间更衣室的空间每间 50平方米。更衣区域 25平方米，淋浴区域

20平方米，卫生间 5平方米，男女更衣各一间 。

 机房操作间、配药室：大约 30平方米

3 经营管理

3.1 营销策略

由于所租用场馆地区无其他游泳场馆,所以不存在过多的恶性竞争,在此基

础上我们要做好以下工作:

3.1.1 新闻炒作等形式

游泳培训中心对外的响应及信息是依靠相关媒体进行的，他直接关系到培训

班的运营与发展。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传播:

广告策略 张贴海报 公益演讲 发放宣传单 网络平台

与当地报纸报

刊合作，在报刊

上刊登游泳馆

的信息；与游泳

馆当地社区广

场广告商合作,

租用广告平台。

组织游泳馆员

工于开馆前期

分批到附近的

小区、站台、学

校等地张贴海

报。

与学校的领导

商谈合作,对学

生和家长进行

游泳知识演讲,

让学生对游泳

产生兴趣。让家

长意识到游泳

的重要性。

在小区、学校发

传单进行宣传。

可以即时预留

手机号进行办

卡、报课,试营

业期间前六十

名一次性付款,

享受九折优惠。

在手机 qq、微

信、微博等上设

立公共账号，里

面发布游泳馆

各项最新消息，

以及游泳常识,

提高人们对游

泳方面的兴趣。

3.1.2 直接推销

向泳客直接推销次卡、月卡、晨练卡、暑期卡的方式获得稳定的销售额,大
客户销售是保证我们完成稳定销售额的基础。为此，我认为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
 制定我们的销售政策,根据运营成本的测算,制定出相应的销售奖励,通过奖

励政策推动销售工作。所有教练员和服务台销售人员以及售货员都可参与销

售。

 服务台销售人员以及售货员每月必须达到指定的销售额(办卡、报课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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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游泳装备的销售影响

游泳管虽无相同场馆的竞争压力,但是随着游泳馆的运营,周围游泳装备店

将被带动运转起来,从而影响我馆内部游泳装备的销售。因此,我们将在确保质量

过硬的基础上加上一些打折优惠、多买多送活动促进销售。

3.2 管理模式

 人员管理:本培训中心人员组成主要有:馆长即承包人(兼教练员、救生员)1
人,救生员 6人,教练员 3人(教员可兼管救生),保洁(更衣室管理人员)男女

各1人,保安2人,服务台销售员2人,检票员2人,售货员2名,水质处理员(泳

池必要时间人工清理)1名。

 制度管理:一个场馆的管理制度也占很重要的部分，没有一个完善的管理制

度，那这个场馆它就是松散的、无记录的，这对一个场馆的发展有着严重的

影响。在员工管理方面，馆里必须有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规范员工的行为。

员工在上班时间不得迟到早退、无故缺席，救生员紧缺时教练员须坐岗(有

报酬)上班时间必须穿戴工作服,上课时教练必须着正规教学泳装、佩戴泳帽、

泳镜，服从馆长的管理。

 学员管理:在学员的管理上应有一定的管理政策，在上课时学员必须提前 5
分钟集合完毕，迟到的有相应的惩罚，教练也一样。出现特殊情况必须提前

向教练请假。上课时学员必须穿泳装、佩戴泳帽、泳镜，上课过程中严禁学

员上课嬉戏打闹。教练与学员之间必须互相尊重。“安全第一”的原则,必

须贯穿于教学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员工管理:发布招聘信息，并通过筛选，选择合适的应聘者，应聘的救生员、

教练员、水质处理员必需执证上岗，通过面试和实操考核方可录用。此外所

有员工必须持有本年度“健康证”。

 场地管理:保洁人员每天做到更衣室、办公区域的卫生清洁，办公场地杂物

清理;救生人员注意泳池周围救生器材摆放情况;安保人员维持入场秩序;水

质处理员每隔时间段关注水质问题,发现情况立即处理;场馆在醒目位置张

贴安全提示和爱护公务的横幅以及各种警示牌。

3.3 场馆运营时间

试营业时间:6月 28日～6月 30日(8:00～18:00)
正常运营时间:7月 1日～8月 31日(7:00～19:00)

3.4.开班课程及价目表设置

3.4.1 个性化教学

项目 课时 收费标准 教学内容

单次(随到随学) 1小时/节 150元/次(蛙泳或 单次体验个性化教学单次课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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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自由泳) 内容为蛙泳、自由泳、出发。

200元/次(仰泳或

蝶泳)

单次体验个性化教学单次课程，提高

内容为仰泳/蝶泳，转身。

一对一(蛙泳或自

由泳)

1小时/节

课

1000元(10节) 量身定制培训计划，循序渐进完成蛙

泳教学，掌握蛙泳动作，有蛙泳基础

可学自由泳。

一对一仰泳 1小时/节

课

1200元(10节) 量身定制培训计划，循序渐进完成仰

泳教学，掌握仰泳动作。

一对一蝶泳 1小时/节

课

1500元(10节) 量身定制培训计划，循序渐进完成蝶

泳教学，掌握蝶泳动作。

一对二蛙泳 1小时/节

课

1000元/人(10

节)

量身定制培训计划，循序渐进完成蛙

泳教学，掌握蛙泳动作。

一对三蛙泳 1小时/节

课

800元/人(10节) 量身定制培训计划，循序渐进完成蛙

泳教学，掌握蛙泳动作。

亲情班(蛙泳) 1小时/节

课

600元/人(10节) 限两位成人带两名 14岁以下儿童。

3.4.2 团体班教学

项目 开课

日期

开课日期 上课时间 招生对象 收费标

准

教学内容

成人蛙

泳班

(5～10

人开

课)

1小时

/节课

7月 1日

7月 5日

7月 10日

7月 15日

7月 20日

7月 25日

8:00～9:00

9:20～10:20

10:40～11:40

13:00～14:00

14:20～15:20

15:40～16:40

身高 1.2

米以上及

成人（65

岁以下）

580元

(10节)

循序渐进完成蛙

泳教学，掌握蛙泳

动作。

成人自 1小时 680元 循序渐进完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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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日

8月 5日

8月 10日

8月 15日

8月 20日

17:00～18:00由泳班

(5～10

人开

课)

/节课 (10节) 由泳教学，掌握自

由泳动作。

月长训

班(5～

10人开

课)

1.5小

时/节

课

周五、

周六、

周日

8:30～10:00

17:00～18:30

身高 1.2

米以上，

正规学习

过游泳，

并掌握一

种泳姿。

800元

(10节)

学员需有蛙泳或

自由泳基础，提高

已会泳姿，再学习

一样新泳姿。

3.4.3 票务价格设置

项目 价格(元) 有效期 使用时间

零售票 成人票(1.4米以上) 30 / 营业期间

儿童票 20

计次卡 10次 280 7月 1日-8月 31日 营业期间

20次 560 7月 1日-8月 31日 营业期间

30次 800 7月 1日-8月 31日 营业期间

60次 1500 至次年 8月 31日 营业期间

计时卡 月卡 600 一个月 营业期间

晨练卡 1000 7月 1日-8月 31日 7:00～9:30间

暑期卡 1500 7月 1日-8月 31日 营业期间

试营业三天零售票统一降价 10元,办卡每天前 20名享受 9折优惠,每种卡限量发出 10张/

天(60次卡 5张/天)。后期办卡满 5000元享受九折优惠。每张卡 10元工本费。每年准备 100

张 10次卡、80张 20次、60张 30次、30张 60次卡(两年共 30张),售完即止(第二年取消

60次卡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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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济收益预测

4.1 支出预测

4.1.1 场地费用

道馆租用的场地按照每年(暑期)4万承包金,一次承包两年,保险金额每年

一万元,两年合计 10万元。

4.1.2 人工费用

 馆长(泳池承包责任人):工资发放与教练员同步；

 教练员 3名，底薪 4000元/月,加上课提成(个性化教学 30﹪,团体班教学 20
﹪)、办卡加上报课提成 10﹪、临时上岗加班 12元/小时；

 救生员 6名,4500元/月；

 后勤保洁 2名，1600元/ 月；

 保安人员 2名，1600元/月；

 销售人员 2名，底薪 1800元/月,加办卡、报名提成 10﹪；

 检票人员 2名, 1600元/月；

 售货人员 2名, 1800元/月,加售货提成 10﹪；

 水质处理员 1名,3000元/月。

固定发出工资 62800元/月,共计 125600元/年。

4.1.3 馆内必需品消费费用

 水电费用 3000元/月；

 药品采购 2000元/月；

 售货区货品采购 6000元/月。

固定花费 10500/月,共计 21000/年。

4.1.4 其它消费

 前期教学用具、物品工具等添置共计 600元/两年；

 员工工作服采购 2000元；

 前期宣传 400元/年；

 办卡成本 200元/年。

共计 3800元/两年。

两年固定支出费用统计表

场地租用 4万元/年 8万元/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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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费用 1万元/年 2万元/两年

员工固定工资 125600元/年 251200元/两年

水电 3000元/月 12000元/两年

药品 1500元/月 6000元/两年

货品 6000元/月 24000/两年

其它 共计 3800元(两年) 3800/两年

合计 所有支出 397000/两年

4.2 收入预测

收入主要来源零售票、办卡销售、个性化教学、团体教学。

4.2.1 零售票

每天预计接待 200人,成人(1.4米以上)150人,儿童 50人,每个月预计 10天
天气原因客流量降至平时1／4,预计 129250元/月(试营业期间预计每天接待 300
人,成人 200人,儿童 100人,票价统一降价 10元,预计共收入 21000元)。

4.2.2 办卡销售

预计每年去除60次卡预计剩下20张,其它种类的卡全部售完,去除打折费用

预计 210000 元,加上工本费 4050 元,预计共 214050 元。 (试营业期间预计每天

办卡 10 张 10 次、10 张 20 次、10 张 30 次、5张 60 次,共计 23900 元/天,工本

费 350 元.去除前 20 名打折费用预计共 23000 元)。

去掉每天刷卡入场的人员,预计去除 318000 元/两年,购票入场预计收入共

199000 元；去除员工提成(包括试营业)23560 元,加试营业期间收入,预计售票馆

内纯收入 220000 元/两年。

4.2.3 个性化教学

 单次(随到随学)班蛙泳班 10节/月,仰泳班 5节/月,共计 2500元/月,；

 一对一(蛙泳或自由泳)30节/月,共计 30000元/月；

 一对一仰泳 3节/月,共计 3600元/月；

 一对一蝶泳 1节/月,共计 1500元/月；

 一对二蛙泳 15节/月,共计 30000元/月；

 一对三蛙泳 10节/月,共计 24000元/月；

 亲情班 2节/月,共计 4800元/月

共计 96400元/月,去除教练提成 28920元/月,去除报名员工提成共计 9640
元/月,此时收入共计 57840元/月, 去除报名员工提成共计 38560元/两年,馆内

净 192800元/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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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团体教学

成人蛙泳班共 11期，每天 5个班,平均 9人一班。共计 287100元，去除教

练提成共计 229680元。

成人自由泳班共 11期，每天 2个班，平均 8人一班。共计 119680元，去除

教练提成共计 117286.4元。

月长训班共 3期，每期 2个班，每班 6人开班。共计 28800，去除教练提成

共计 23040元。

去除员工办理报名提成 10%,共计 43558元。馆内收入共计：326448.4元/年。

共计 652896.8元/两年。

4.2.5 货品售卖

统一以进价 4倍翻卖,进货两年 24000 元,去掉预计未销售完成本 4000 元货

品,成本 20000 元,售完共计 80000 元,去除员工 10﹪提成 8000 元,去除进货价馆

内收入 52000 元/两年。

两年收入统计表

收入渠道 总计

零售票、售卡 220000元/两年

个性化教学 192800元/两年

团体教学 652896.8元/两年

货品售卖 52000元/两年

共计馆内收入 919696.8元/两年

4.3 利润预测

通过各方面的预测支出，还有两年的收入预算，两年年利润预测大概要每年

一个月多的时间后开始收益。

两年收入统计表

固定支出 397000元/两年

收入(去除员工提成) 919696.8元/两年

利润 522696.8元/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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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会效益预测

本游泳培训中心将是全市水质最优、教学质量突出的培训机构，通过专业、

负责的培训，认真地服务态度,良好的教学环境,过硬的师资力量,为本地区居民

提供专业的游泳培训。针对学员以及泳客定期免费举办游泳赛事,鼓励更多的人

们加入到游泳运动的行列,也从而使我馆获得社会的良好的口碑以及地区人民的

认可。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游泳运动，关注体育运动，提高自我锻炼的意识,预

计会有不错的社会效益。

6 未来发展

在前期阶段主要是把我馆做大最大的宣传，通过一个月的时间努力发现自己

运营中存在的各方面的不足，并在第一时间加以改正，将我馆所有制度完善，有

着自己独特的管理制度和经营模式,在业界打下基础,另外随着我游泳馆的发展,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同时通过剩下的时间不断壮大我馆各个方面的实

力，做出自己的口碑。并且根据发展状况考虑长期租用我馆场地, 争取通过自己

的努力,奋斗一家属于自己的游泳馆。

7 结论（结语）

放眼当下，体育产业将是 21 世纪最具市场潜力的产业,连云港的体育市场正

在不断壮大,蓬勃兴起。连云港作为一个沿海城市,游泳运动又恰好深得港城人民

的喜爱,不断地被人们所接受,因此连云港游泳培训将是一块非常好的市场,所以

抓住这个时机,抓住消费者的心理,改进游泳培训市场存在的诸多不足，为消费者

打造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制定科学严谨的培训体系,做好一系列的宣传、服务工

作。相信我游泳培训中心将得到更多消费者的认可,在未来也将有很大的发展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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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论文的完成，我的大学的生活也将划下完美的句点。论文的完成，离不开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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