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全民动起来，首先要有基本的场地配套和设施配套。
据介绍，今年我市新创建社区健身点300个，全市累计

创建社区健身点600个，同时新建社区全民中心1个，运动
休闲特色小镇设施1个，专项体育设施——滑板场地1个、
攀岩场地1个、登山步道1条、公园配建体育设施1个。

同时，针对农村体育设施薄弱这一痛点，今年我市新
建农民体育工程230个，累计建成8858个，覆盖率达
98%；更新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器材1196个，累计更新2015
个。新建乡镇体育健身广场17个，累计建成381个，乡镇
体育健身广场覆盖率达46.29%。实施市贫困地区村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建设工作，建设示范点230个。

此外，我市还启动了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工作，
彭水县万足水上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渝北区际华园体
育温泉小镇、南川区太平场镇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万盛
经开区凉风“梦乡村”关坝垂钓运动休闲特色小镇4个
项目被列入全国首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项目。

1 完善设施配套 农体工程覆盖率达98%

2 搭建活动平台 举办大型赛事逾70场

让全民动起来，就需要有丰富多元的全
民体育活动，以满足民众的运动需求。

2017年，我市成功举办市级大型赛事活
动70余项，包括重庆国际马拉松赛、世界杯攀
岩赛（重庆九龙坡站）、重庆长寿湖国际铁人三
项赛、永川国际女足邀请赛、石柱公开水域游
泳比赛等，进一步满足了群众的健身需求，扩

大了体育消费。据市体育局统计，仅重庆国
际马拉松赛就吸引了30个国家和地区、551
个国内外城市的32000名马拉松选手和爱好
者参赛，对我市经济贡献人民币1.8亿元。

同时，为充分发挥马拉松赛事的影响
力，我市还举办了多场马拉松系列赛，包括
大足龙水湖半程马拉松赛、重庆国际半程马

拉松赛、重庆铁山坪森林国际半程马拉松
赛、重庆国际女子半程马拉松赛等活动，进
一步满足了群众对参与马拉松赛及跑步运
动的需求。

此外，结合群众需要，我市还引导区县、
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广泛开展了各类
群众体育赛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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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举行的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体项
目比赛上，除航海模型项目外，我市组队参加
了攀岩、轮滑、羽毛球、乒乓球等18个项目的
资格赛，其中，13个项目126名运动员进入
决赛。最终，在决赛中收获金牌1枚、银牌4
枚、铜牌5枚。

与此同时，我市于8月7日-10日成功承
办了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项目攀岩决赛，来
自全国26支代表队、126名运动员来渝参赛。

“让群众动起来，需要社会多方力量的
参与。”在张欣看来，本次全运会设置群体项
目比赛，正是专业竞技体育参与和助推全民
健身的一次尝试，最大限度地鼓励全民参与
全运会，让更多的普通群众站到赛场中央，增
加普通群众的参与度和获得感，让群众当主
角，共享体育事业发展成果。

据悉，今年，我市继续加强社会体育指
导员的培训、使用和管理工作，新培训各级

各类社体指导员5831名，并试点施行政府
购买服务的聘用制，探索新时期社会体育指
导员的选拔、培训、管理、使用和考核等机
制。

此外，为号召更多志愿者加入到全民健
身事业中，我市还尝试建立了全民健身志愿
服务常态化机制，结合群体赛事活动，现场布
置展示台、发放科学健身指南、社体指导员现
场示范指导，进一步引导市民科学健身。

3 配套多方资源 让各方力量参与到群众体育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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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体育工程覆盖率达98%，乡镇体育健身广场覆盖率达46.29%，成功举办大型赛事活动70余场，新增社会体育指导
员5831名……2017年，我市群众体育各项工作成效显著，体育人口比例和群众健身热情都呈现出明显的提升。

市体育局副局长张欣表示，要努力把重庆打造成“运动健康之城”，就要让重庆动起来，让全民动起来。当前，全市群
众体育工作正紧紧围绕“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核心任务，在制度保障、场地设施供给、群体赛事活动方面全面推进。

让全民动起来让全民动起来 看重庆看重庆
本报讯 （记者 彭光灿）在历经半年的角逐

之后，由市体育局、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会共同主
办重庆市第七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将于11月16日在
市体育馆落下帷幕。

本届运动会以“全民参与、全民健康、全民共
享”为主题，旨在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和贯彻
《重庆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年）》精
神，提高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推动全市
群众体育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据介绍，本届运动会累计向群众发放《重庆市
群众体育锻炼现状调查问卷》4000余份，广泛收
集市民群众感兴趣的赛事项目，最终设置了半程
马拉松、台球、登山、射箭、桥牌、跳绳、羽毛球、乒
乓球、围棋、轮滑、门球等深受群众欢迎且接地气
的赛事项目22个。

据统计，运动会共吸引来自全市63个代表团
和社会单位参赛，参赛人数近2万人，创下办赛以
来的新纪录。

在办赛模式上，本届运动会也有突破。组委
会充分整合资源，将多个项目交由各市级协会、区
县体育局、社会力量等进行承办。

本届运动会的启动仪式（半程马拉松赛）于今
年4月23日在大足龙水湖举办，吸引了全国6000
余名跑马爱好者参赛；登山比赛由市社体中心、市
登山协会、巴南区体育局承办，吸引了市级机关及
区县共57支队伍500余人参赛；由市射击运动管
理中心承办的射箭比赛选址人气颇旺的渝北区两
江影视城，参赛人数1000余人，吸引了众多游览
市民观看射艺表演并免费现场体验；由市乒乓球
协会承办的乒乓球比赛则吸引了全市约120支队
伍600人参赛。此举既创新了思路，也更加亲民、
利民、便民，使群众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充分考虑群体赛事活动重参与的特点，组委会
还专门制定了重庆市第七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优秀
组织奖”、“优秀裁判员奖”评选办法》，在各项赛事活
动常规录取名次奖励办法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各代
表队和运动员、裁判员在赛场的表现、技术水平和思
想作风，使评选办法更加科学规范。

运动会期间，参赛选手积极参与，公平竞争，
顽强拼搏，取得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全市共有45个代表团获得优秀组织奖，37人获得

“优秀裁判员”称号。

赛事·链接》》

游泳项目落幕 参赛年龄跨度达70岁
日前，重庆市第七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游泳项目的比赛在奥体中

心游泳馆展开了激烈地角逐。
本次比赛共来自九龙坡区、沙坪坝区、渝中区、黔江区等区县以

及市直机关的26支代表队报名参赛，运动员总人数达500多名。其
中，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年仅8岁。

重庆市游泳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旨在通过比赛形式的呈
现，让喜欢游泳的人有展现自我的机会，同时吸引更多的人爱上游泳，
提升游泳运动的人气，通过游泳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全民健身中来。

广播体操作为压轴比赛 16日正式开战

11月16日，作为重庆市第七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压轴比赛项目的
广播体操比赛将在位于大田湾的重庆市体育馆举行。

本次比赛采用抽签的办法决定出场顺序，每4个队为一组，每队
30人，比赛项目为第九套广播体操。据了解，目前各区县及市直机
关代表队报名踊跃，参赛人数已达1000多人。

如何出招如何出招
本报记者 彭光灿

渝北“巴渝乡愁”农旅项目：建设
内容含乡愁农庄、乡愁渝村、乡愁山
林、乡愁水岸、乡愁田园及巴渝二十四
节气农耕轴等六大板块。

璧山“千年重庆”巴渝文化旅游风
景区：重现重庆历史老照片和传统生
活画面，打造感受巴渝历史文化、体验
巴渝传统民俗的休闲娱乐新目的地。

梁平百里竹海、双桂田园旅游景
区开发项目：百里竹海主要包括观音
洞、银杏村、慢行绿道、登山步道、度假
酒店、乡村民宿、山水游乐等项目；双桂

田园主要包括双桂堂景区提升改造、旅游公路、田园
慢行绿道系统、村庄风貌改造及田园民宿。

奉节巴渝龙汇生态农旅产业园：开发龙汇头
山水湖面，打造民俗大院、家庭农庄、农民新村、现
代农业教育实践基地。

石柱莼产业融合国际康养体验产业园：打造
莼菜康养研究核、户外康养动运环、莼菜产业全程体
验区、国际康养乡村民宿度假区、冰雪运动区、N个
莼菜及其他农业种植养殖基地。

重庆旅游未来的“耍事”将更多。昨日，
全市重大旅游招商项目集中签约活动在雾
都宾馆举行。43个重大旅游项目花落我市
26 个区县和市旅游集团，涉及投资总额
1704 亿元。众多重大旅游项目的落地，将
更全面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助力把旅游业培育成我市综合性战略支
柱产业，加快把我市建设成为国际知名旅游
目的地和世界旅游名城。

4大类项目内容丰富

本次签约项目主要包括4大类，其中旅游
特色小镇项目，分别为：九龙坡国和城市商业
旅游综合体、南岸区利亚德光电集团文旅综合
项目、綦江嘉禾文化旅游综合体、潼南运河旅
游特色小镇、武隆白马山高端文化休闲度假小
镇、忠县忠义大酒店、秀山三省风情街、万盛全
域旅游投资合作项目、市旅游集团“旅游＋人
工智能”全域旅游项目等。

市级旅游度假区项目中，江津独占四席，
分别是四面山旅游度假区文旅项目、四面山旅
游度假区运动休闲项目、四面山旅游度假区康
养项目、重庆市科惠苑项目。其余分别为北碚

金刚碑历史文化街区、长寿长寿湖旅游度假
区、长寿长寿湖龙鑫欢乐世界、南川金佛山游
客集散中心、璧山重庆御湖国际生态旅游度假

区、丰都南天滑雪场等。
旅游景区项目包括：万州天山海世界、万

州潭獐峡旅游区、黔江黔龙凤凰乐园、涪陵熊

出没乐园、涪陵互爱科技孵化产业园、九龙坡
电影博物馆群落、永川天山海世界、丰都6D
全息体感剧项目、垫江中华太极养生园、忠县

航天科普园、彭水景区提档升级建设项目等。
乡村旅游项目分别为：万州“十里桃花”项

目、渝北“巴渝乡愁”农旅项目、江津四面山酒
庄、江津清溪沟国家农业生态艺术公园、璧山

“千年重庆”巴渝文化旅游风景区、璧山民国风情
街、梁平百里竹海和双桂田园旅游景区开发项
目、奉节巴渝龙汇生态农旅产业园、石柱莼产业
融合国际康养体验产业园、酉阳田园综合体等。

助力我市全域旅游发展

众多重大旅游项目的落地，彰显着我市旅
游业发展的实力与可期的前景。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旅游发展，出
台了一系列支持旅游业改革发展的政策措施。同
时，各区县积极营商、安商，营造良好的旅游发展环
境。本次项目签约，将助力把旅游业培育成我市
综合性战略支柱产业，加快把我市建设成为国
际知名旅游目的地和世界旅游名城。

业内人士指出，旅游业是最能全面准确体
现“五大发展理念”的产业之一。抓好旅游发
展，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断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突出问题的重大举措，也是贯彻落实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思想的具体行
动，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有效供给的
重要抓手。对于推进我市全域旅游发展，具有
深远的战略意义。

下一步，各市级相关部门和项目所在区
县，将用创新的思维、改革的思路，增强服务意
识、协同意识，争取让签约项目早日建成、早见
效益。 彭光灿

重庆旅游““““耍事耍事耍事耍事””””更多
43个重大旅游项目落地，涉及投资总额1704亿元

这些重点旅游项目，都要做些啥？
九龙坡国和城市商业旅游综合体：引

进高档国际城市商业旅游购物品牌。
南岸利亚德光电集团文旅综合项目：打

造城市夜景、灯光秀、文化演艺等项目，开展
文化旅游综合开发，打造西南文旅产业高地。

綦江嘉禾文化旅游综合体：主要建设多
功能文化娱乐影院、创客空间、品牌孵化、旅
游体验中心、购物Mall、商务办公楼、公寓、
特色商务体验式酒店和京东电商产业园等。

潼南运河旅游特色小镇：项目内有全
国无公害蔬菜基地、西南地区最大的人工
运河、桃花山景区和九龙山公园等旅游资
源，按国家5A级景区标准打造。

武隆白马山高端文化休闲度假小镇：
打造高端度假类住宅，配套多形态文化旅游产品。

秀山三省风情街：含商铺，景观及附属工程。
万盛全域旅游投资合作项目：构建旅游“六要素”

完备的产业链生态圈，打造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
旅游集团“旅游＋人工智能”全域旅游项目：重点开

展重庆旅游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智能语音技术应用、大数
据技术应用、可穿戴智能设备应用、计算机仿真技术应用。

北碚金刚碑历史文化街区：对金刚碑
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区予以修复修建。

长寿长寿湖旅游度假区：集旅游、度
假、休闲、养生、运动、居住于一体。

长寿长寿湖龙鑫欢乐世界：建设大型
游乐园。

江津四面山旅游度假区文旅项目：面
积约5平方公里，建设用地不低于5000
亩。

江津四面山旅游度假区运动休闲项
目：面积约 3.5 平方公里，规划用地约
5000亩。

江津四面山旅游度假区康养项目：面
积约5.5平方公里，建设用地不低于5000

亩。
江津重庆市科惠苑项目：建设科普公园、酒店及旅

游地产开发。
南川金佛山游客集散中心：建设体验展示馆、旅

游接待馆、商业贩售馆、服务管理馆。
丰都南天滑雪场：集滑雪、滑道、戏雪等休闲运动

项目为一体。

万州潭獐峡旅游区：景区地跨万州云
阳两地。核心区域为将军峡、天王峡、桃
园峡、地缝峡和海螺峡。

黔江黔龙凤凰乐园：建大型游乐项
目，汇集50余项先进游乐项目。

涪陵熊出没乐园：以著名动漫“熊出
没”为主题，打造国家4A级以上景区和集
诸多娱乐内容、休闲要素和服务设施于一
体的高端旅游项目。

九龙坡电影博物馆群落：建中国建川
电影博物馆，与8个洞穴博物馆共同组成
重庆建川博物馆群落，并与抗战兵工街共

同打造国家4A级景区。
永川天山海世界：主要建设大型室内戏水乐园、通

航旅游、航空展览、文化博览中心、主题乐园、智慧社区、
教育、医疗养老、五星级酒店、特色商街及生态住宅等项
目。

丰都6D全息体感剧：主要建设集散广场、剧场、
排练厅、商业街、娱乐场。

垫江中华太极养生园：打造集湖滨旅游观光、休
闲度假、中医药研制于一体的大型旅游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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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旅游资源为重大旅游项目落地我市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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