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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A加快建设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加快建设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为西宁市体育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近年来，全市体育工
作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高度重视下，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坚定“四个自信”，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推进“一优两高”，以“两个绝

对”为标准，以“两个绝对”具体化为载体，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为目标，以增强群众身体素质、提高群众健康水平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深入贯彻 《西宁市
全面健身实施计划 （2016-2020 年）》《关于做好全市体育
工作推进健康西宁建设的实施意见》，组织实施体育工作

三年提升计划，做“实”体育设施建设，做“好”全民健
身事业，做“亮”品牌赛事活动，做“强”竞技体育项
目，做“大”体育产业主体，不断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和群
众生活品质，扎实推进健康西宁建设，以优异成绩向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和青海西宁解放 70 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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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展休闲健身、体
育旅游观光等活动，创新“体
育+”发展战略，打造国家级、
省市级体育产业基地和高原

特色体育小镇，促进群众体
育消费，推进我市体育产业
发展。到 2021 年，全市体育
产业总规模达到20亿元。

不忘初心展新时代新担当

牢记使命谱体育事业新辉煌

我市把体育设施建设作为民生事业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西宁体育场馆等
为健身中心带，辐射带动三县全民健身中
心建设。一是在城区建成了982处健身路
径（站点），配备各类健身器材1万余件，实
现了全市114个社区、931个行政村健身器
材100%全覆盖；在全省率先建成“10分钟
体育健身圈”，超过了国务院提出的“在城
市社区建设 15 分钟健身圈”的要求；建成
了首条全民健身“绿道”500 余公里，人均
体育场地面积达到了 1.68㎡。在此基础
上，建成了东川工业园区乐家湾广场、城
东区港欧东方花苑广场、西门口中心篮球
广场等多个设计风格新颖、功能侧重各异
的“10分钟体育健身圈”提档升级示范点，
极大提升和改善了市民群众的健身条件，
初步实现了把“健身点”搬到家门口的愿
景，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二
是全市规模较大、服务功能较为齐全的39
个综合性体育场馆中，西宁市体育场馆、
青海体育中心、大通县体育场等场馆已免
费低收费向社会开放，体育设施利用率进
一步提高。据统计，全年接待健身群众
100余万人次。三是利用已开放的体育中
心、全民健身中心、健身广场、体育公园、
健身步道和企事业单位、学校及民营的体
育设施，构筑完善的健身平台，有效解决
了群众“去哪里健身”的问题。

我市注重加强群众体育组织建设，体育社团组织数量快
速增长，网络覆盖面得到进一步扩展。目前，全市共有体育
活动站点318个；体育社团组织306个；社会体育指导员7740
名，占城区人口的 3‰，其总量与人口占比均居全省各地之
首，在全省率先达到国家体育总局要求的每千人至少拥有一
名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工作目标，为群众科学健身提供良好的
服务保障；在全省首创了国民体质监测体育与健康部门资源
共享的建设模式，建成了19个国民体质监测站点，并常年开
展免费测试活动，为群众健身开具科学的“运动处方”，今年
监测人数达到了 8000 余人次，推动了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
融合发展。积极开展健身知识讲座和健身技能培训，指导群
众科学健身。通过有效指导群众参加体育锻炼，不断提升我
市广大群众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

西宁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
做好全市体育工作推进健康西宁建
设的实施意见》，规划建设西门口体
育健身中心和四区综合体育中心，多
巴新城小寨体育中心，提档升级城区

“10 分钟体育健身圈”；落实国家“百
万公里健身步道”工程，在新建社区、
绿道、公园、街头小广场等区域，配套
建设健身路径（站点），在满足条件的
社区打造共享健身房。到2020年，全
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1.8 平方
米，基本满足群众多元化体育健身需
求，不断提高群众健康水平。

初步形成了《关于推进西宁市学
校、社会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的
实施方案》，通过专项补贴等形式，稳
步推进学校、社会体育场馆免费低收
费开放。2019 年，试点免费开放 18
所公办学校、免费低收费开放 3 个以
上社会场馆；到 2021 年，全市符合开
放条件的公办学校、社会场馆开放率
达到 100%。市、县区所属体育场馆
坚持全年定时开放，全面提升全民健
身服务体系供给能力，最大限度地满
足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

完善各类体育社团组织，加强社
会体育指导培训，为全民健身提供服
务保障。新成立体育社团组织 120
个，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 1300 名，使
全市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达到全省
总数的 70%。建成国民体质监测站
点 32 个，常年开展免费测试活动，年
完成监测人数 2.5 万人次以上，推动
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融合发展。建
成并投入使用“Hi 西宁”数字体育手
机 APP，方便群众网上预订健身场
地、网上报名、健身咨询、在线购票等

“一站式”便民服务。

通过政府指导、社会参
与、市场运作的“三轮驱动”办
赛模式，进一步提升赛事精品
意识，在巩固提升西宁地区元
旦环城赛、高原风筝赛、西宁
徒步节等品牌赛事的基础上，
组织举办全国象棋冠军电视
快棋赛、全国门球挑战赛、
CBA联赛季前赛、西北地区少
儿轮滑赛、西宁徒步节等国内

有较大影响力体育赛事，持续
打造地方品牌赛事，重点打造

“一县区一品牌”，推动“体
育+”融合发展。传承推广农
民篮球赛、乒乓球、羽毛球公
开赛及武术、广场舞、棋类等
体育项目，增强群众健身意
识，到2021年，全市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的人数占全市总人
口的36%以上。

组织实施《西宁市青少
年体育优秀后备人才培养计
划》，加强青少年业余训练网
络建设，因地制宜地发展田
径、游泳、足球、篮球、羽毛球
等重点项目，推广普及青少年

手球运动，着力培养输送优秀
体育后备人才。积极参加国内
外及地区性体育赛事，以赛代
训、以赛育人，带动全市青少
年体育运动素质的提高，竞技
体育保持全省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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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近年来，，西宁市委西宁市委、、市政府始终市政府始终
把体育工作作为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把体育工作作为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
平平、、推进幸福西宁建设的重要举措来推进幸福西宁建设的重要举措来
抓抓，，把体育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把体育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

““十三五十三五””总体规划总体规划，，加强组织领加强组织领
导导，，强化政策保障强化政策保障，，完善投入机制完善投入机制，，
加大宣传力度加大宣传力度，，全面实施体育工作全面实施体育工作

““四纳入四纳入”，”，建立了市政府统一领导建立了市政府统一领导、、
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体育主管部门抓体育主管部门抓
落实的工作机制落实的工作机制，，抓项目促发展抓项目促发展，，抓抓
培训强服务培训强服务，，抓品牌显特色抓品牌显特色，，推进健推进健
康西宁和新时代幸福西宁建设康西宁和新时代幸福西宁建设，，为建为建
设现代高原美丽设现代高原美丽““大西宁大西宁””做出体育做出体育
贡献贡献、、提供健康保障提供健康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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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我市体育事业进入快车道助推我市体育事业进入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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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体育工作坚我市体育工作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为指导，，以体育便民以体育便民
利民惠民为理念利民惠民为理念，，围围
绕市委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市政府中心
工作工作，，深入贯彻全民深入贯彻全民
健身国家战略健身国家战略，，组织组织
实施体育工作三年提实施体育工作三年提
升计划升计划，，实现全市体实现全市体
育 设 施 建 设 日 趋 完育 设 施 建 设 日 趋 完
善善、、体育健身诉求充体育健身诉求充
分满足分满足、、群众健身意群众健身意
识普遍增强识普遍增强、、品牌赛品牌赛
事活动更具特色事活动更具特色、、竞竞
技体育保持全省领先技体育保持全省领先
水平水平、、体育产业高度体育产业高度
发展的愿景发展的愿景，，为今后为今后
西宁市体育事业可持西宁市体育事业可持
续发展描绘出了新的续发展描绘出了新的
蓝图蓝图。。

创新举措
描绘我市体育事业发展新蓝图

亮点二：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我市深入贯彻国务院、青海省《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
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精神，积极培育体育市场，
引导大众体育消费，推进体育产业逐步发展。加快北川湿
地公园、大通鹞子沟康乐休闲旅游产业园、湟源自行车训
练基地等体育产业基地建设，完善相关服务设施，推动

“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依托西宁独特的自然资源
和人文景观，以西宁体育场馆为平台，通过举办高原风筝
赛、徒步节、冰雪运动等大型体育品牌赛事活动，助力全
季全域旅游，带动体育用品、旅游、交通、餐饮、服务等
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使体育产业逐步成为我市经济结构调
整中新的经济业态。目前，全市从事体育产业的商家、个体
工商户有385家，从事体育产业人员超过万人，向社会提供
就业岗位10000多个，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了8亿多元。

通过政府指导、社会参与的方
式，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持续打
造品牌赛事。一是群众体育蓬勃开
展。每年组织开展西宁地区元旦环
城赛、业余足球篮球联赛、羽毛球
赛、徒步节、冰雪运动会等群众性体
育活动均在100余项次，吸引了社会
各界 60 余万人次参与,群众健身意
识普遍增强，在此基础上，重点打造

“一县区一品牌”体育健身项目，如
城西区“昆仑英雄”搏击赛、大通鹞
子沟冰雪运动等，使健身成为西宁
市民群众逐步养成的一种生活习惯
和方式。二是大型赛事精彩纷呈。
成功举办了全国青年女子手球锦标
赛、中国足球协会室内五人制足球
甲级联赛大区赛（西宁站）、高原风
筝挑战赛、西北少儿轮滑挑战赛等
大型体育赛事。国家级赛事落地西
宁，既检验了我市举办全国高规格、
高水平体育赛事的能力，又推动了

“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凸显
青海高原特色和民俗风情，彰显古
城西宁所呈现出的高原绿、西宁蓝、
河湖清的“绿色底线”，不断提升幸
福西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通过组队参加全省全国性高
规格、高水平专业比赛，有效锻
炼我市青少年运动员队伍，提升
地区竞技体育水平，彰显地区竞
技体育发展成果，实现群众体育
和竞技体育统筹推进，为宣传高
原古城幸福西宁发挥积极作用。
一是我市在训女子田径运动员谭
金莲获得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女
子 800 米、1500 米两项冠军，打
破了女子 800 米青海省纪录，并
以最小年龄代表国家田径队出战
雅加达第十八届亚运会；还获得
全 国 （U20） 青 年 田 径 锦 标 赛
3000米障碍赛银牌、2019贵德清

清黄河女子半程马拉松比赛冠
军。二是我市运动员杨成祥获
得兰州国际马拉松赛暨“健康
中国”马拉松系列赛男子组半
程马拉松国际第四名、国内第
一名的好成绩。三是我市培养
输送的射击名将纪晓晶夺得了
第十八届亚运会 10 米气手枪
混合团体赛金牌，成为近年来
我市竞技体育的最好成绩。四
是我市培养输送的运动员马玉
贵获得全国马拉松锦标赛暨多
哈世锦赛马拉松选拔赛女子组
第 1 名，为青海省赢得代表中

国参加今年多哈世界田径锦标赛
的一个宝贵席位，此项世锦赛全
国仅有 6 人获得项目参赛资格。
五是在第十七届省运会上，我市
各参赛项目成绩均居全省各地之
首，共获得金牌 237 枚、银牌
249 枚、铜牌 231 枚，还圆满完
成了省运会的乒乓球、羽毛球、
台球三个大项比赛的承办任务，
并获得省运会“优秀赛区奖”和

“体育道德风尚奖”等荣誉。六
是我市组队参加的全国二青会跆
拳道、田径、摔跤等项目预选
赛，已有多个项目和选手进入了
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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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宣传引导，丰富全民健身活动内容，努力提高
广大群众的健身意识和健康水平。通过央视、省市电视
台、各大门户网站、网络报刊、微信微博、今日头条、
制作全民健身专题片等线上与线下相结合、传统与现代
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多视角宣传我市大型体育赛事
活动、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
投资拍摄了 11 集大型公益宣传片《西宁市全民健身人
物志》，目前已制作完成了 5 集，进一步加大体育工作
宣传力度，引领群众科学健身，有力地推动了我市体育
事业健康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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