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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全民健身条例》
知晓率大幅提升

今年1月1日，《重庆市全民健身条
例》正式实施。张欣介绍，该条例是我
市体育领域一部重要的地方性法规。
这是全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的体现，
也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针对我市
全民健身实际情况作出的系统规范。
条例明确规定市、区县政府及其他组织
举办运动会等全民健身活动，规范了各
级政府为全民健身提供经费支持，对全
民健身设施的规划、建设、开放等作了
比较详细的规定，为全民健身提供了较
为全面的法治保障。

为了宣传贯彻好《重庆市全民健身
条例》，市体育局采取了多项措施。设
计制作了《条例》文本、宣传口号、宣传
手册、宣传环保袋、官方宣传片等。组
织各区县积极发放宣传资料、张贴宣传
标语、组织知识讲座以及运用网络、报
刊、电视台、广播电台、电子广告屏幕等
形式大力进行宣传。在媒体开展在线
访谈和专题讲座宣传，举行在线知识问
答题。邀请专家对干部群众进行专题

辅导，让《条例》立法的背景、意义、亮点
特色及主要条文得到深入理解，并指导
基层贯彻落实。据统计，目前对条例的
宣传覆盖了1万多个企事业单位和社
区，发动了150余万名市民参与，群众
对《条例》的知晓度大幅提升。

1000余场全民健身活动
蓬勃开展

《重庆市全民健身条例》规定每年4
月为全民健身月，8月8日为全民健身
日，全市在此期间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
动。张欣介绍，今年全民健身月期间，
全市各区县开展各级各类全民健身活
动1055场次，活动形式丰富多彩。其
中，4月13日开幕的第九届全民健身运
动会将会持续到11月闭幕，历时近7个
月，设置了广播体操、五人制足球、柔力
球、登山、羽毛球、跳踢等26个深受群众
喜爱的比赛项目，预计参与人数将达数
万人次，将成为一场全民参与、全民共

享的“运动嘉年华”。
马拉松等跑步项目也深受市民喜

爱，全民健身月期间、江津东方爱情马
拉松、璧山国际半程马拉松、江北铁山
坪森林国际半程马拉松等各具特色。
重庆国际马拉松作为双金标、大满贯赛
事，知名度、影响力不断提升。2019年，
报名总人数超10万人，全、半程完赛率
分别达97%和98%，创历史新高。

此外，全市立足自然资源禀赋，利
用山川、河流、湖泊、草场、峡谷、森林等
资源，还开展了龙舟、山地越野、篮球、
足球等一系列活动，推动了运动、健康
的生活理念，展现了积极向上的精神和
城市形象。

推动全民健身提档升级

目前，我市的全民健身赛事较多，
但在国际国内有影响的品牌赛事数量
有限，距离市民观赏高水平赛事、参与

专业化赛事活动的需求仍然有差距。
张欣介绍，市体育局按照市委、市政府
指示要求，坚持“申办一批、升级一批、
自创一批”的原则，向国家体育总局争
取好的品牌赛事活动选择重庆、落户重
庆。打造好已有的品牌赛事活动，同时
要科学规划一批带动性强、辐射范围广
的户外群众体育运动项目，推动全民健
身不断提档升级。

首先，申办一批有影响力的国际国
内赛事，比如攀岩世界锦标赛（九龙
坡）、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巴南）、中欧
篮球冠军赛（渝北）、中华龙舟大赛（合
川）等，市体育局还在积极报请总局支
持，申办中俄青少年运动会、中韩青少
年运动会。其次，升级一批赛事，比如
重庆国际马拉松赛，明年将迎来10周
年，市体育局将科学谋划，提升办赛水
平、参赛体验，全市各区县的系列马拉
松赛也将规范升级。还将推动中国国
际山地户外运动公开赛（武隆）、万盛

“黑山谷杯”国际羽毛球挑战赛、全民健
身运动会等不断提档升级，持续提升影

响力。自创一批赛事活动，比如重庆市
冰雪运动季系列赛、“三大球”“三小球”
区域性对抗赛、环三峡库区国际自行车
公路赛等。

张欣表示，通过这些赛事引领、充
分利用各区县的自然资源，依托山系、
水系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差
异发展，争取形成“区区有品牌，县县有
特色”的全民健身格局。

全民健身 全民参与

要真正形成人人健身、天天健身、
科学健身的氛围，光靠全民健身月或者
全民健身日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全民参
与。

张欣表示，体育运动能够促进人的
身体健康，通过系统的、有针对性的体
育锻炼，使人的力量、灵敏性、柔韧性等
多项机能得到增强和改善，有助于提高
生活质量。同时，运动还能改善人的心
理状态，运动中会分泌多巴胺等物质，
让人兴奋，可以促进不良情绪发泄，增
进人与人交流，使人的精神面貌也得到
改善，促进身心健康。

如果大家想要健身，场地会越来越
方便。据介绍，市体育局以解决“群众
去哪儿健身”问题为导向，进一步增加
体育场地增量、盘活体育场地存量。大
力推进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建设，新
建和更新一批城市体育公园、社会足球
场地、乡镇健身广场、社区路径工程、多
功能运动场。新建一批社区健身点，村
级居民聚居区域健身点，扎实推进民生
项目建设。同时积极协调教育部门，促
进全市中小学校体育场在星期天、节假
日、早晨和夜晚闲置时段向社会公众开
放。

市体育局将继续推进群众身边的
户外运动设施建设，举办和普及好群众
喜闻乐见的户外运动项目，不断满足市
民多元化健身需求，倡导大家人人健
身、天天健身、科学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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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一批”打造精品赛事
重庆全民健身活动丰富多彩

8 月 8 日是第
十一个全国“全民
健身日”，也是《重
庆市全民健身条
例》正式实施后的
第一个全民健身
日。

市 体 育 局 副
局长张欣近日表
示，倡议市民积极
参与全民健身活
动，加入到体育锻
炼的队伍当中来，
使全民健身深入
人心，真正成为广
大人民群众自己
的节日。

重庆市第九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千人广播体操展演

2019年重庆业余足球超级联赛

2019重庆市
“全民健身·全民体验”系列专题

每年4月—7月，沙坪坝区三
峡广场上，每周六18:00—21:00，
都会格外热闹。因为，由沙坪坝区
体育局主办的“百姓赛场”象棋活
动一直在持续进行，重庆象棋冠
军、大师与棋迷们进行互动，一幕
幕棋盘上的激烈对垒让观众大饱
眼福。

在沙坪坝区的各个街道社区，
也经常可以看到乒乓球、羽毛球、
瑜伽等的趣味体育比赛。

这就是沙坪坝区特有的群众体
育品牌——“百姓赛场”，也是该区
稳步推进群众体育和全民健身事业
的重要抓手。

“百姓赛场”
深入群众生活

近年来，为进一步贯彻《重庆市
全民健身条例》，切实推动全民健身

“六个身边”工程，沙坪坝区一直以
务实的态度和贴心的服务，推动群
众体育和全民健身事业的稳步发
展。其中，“百姓赛场”就是在这一
理念指导下探索出的一个成功模
式。

2015年，“百姓赛场”从三峡广
场首创。每到周末，“过五关、斩六
将、攻擂台、战大师”，象棋残局、排
局有奖破解，象棋基本知识普及和
名家讲解经典棋局等内容，都吸引
了不少市民。活动过程中，还邀请
到张若愚、车兴国、周永忠这3位重
庆市冠军及国家级大师许文学到现
场参加活动。

为了进一步丰富“百姓赛场”
的活动内容，最近两年还增设了
群众基础深厚的国球，让市民在
逛街之余动起来。在2018年乒乓
球、飞镖擂主挑战赛中，沙坪坝区
乒乓球协会高级教练员唐莲到场
指导，并由腾讯现场直播，首场活
动点击率达 10万+，反响十分火
爆。

为满足辖区居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健身需求，2019年，沙坪坝区
体育局全面开展“百姓赛场”进社
区活动，把这一品牌活动送到群
众身边，涵盖乒乓球、排舞广场
舞、瑜伽、羽毛球、拔河等体育项
目，让健康运动理念走进家家户
户，让更多市民体会运动带来的
快乐。

据沙坪坝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将计划举办100场社区

“百姓赛场”活动，目前已成功举办
了80余场。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群众体育蓬勃发展

除了举办多种多样的群众体育
活动之外，沙坪坝区还在全民健身
基础设施建设和体育健身组织建设
方面下足了功夫。

近年来，沙坪坝区不断加大投
入，完善体育设施建设。今年3月，
沙坪坝区打造的丰文街道体育公园

建成投用，该公园按市级公园标准
修建，体育设施共4000多平方米，
设有篮球场、足球场、羽毛球场、健
身路径等，满足了公租房小区居民
健身需求。同时，沙坪坝区今年还
在覃家岗、天星桥、香炉山等街镇建
成了13个区级健身点，并完成了60
处健身点健身路径的新装、更换、维
修工作。

截至目前，沙坪坝区共建成公
共体育场地2904个，面积共计185
万平方米，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设
施面积 1.6 万平方米，开放率达
98.7%。

此外，沙坪坝区大力还发展体
育协会组织建设。目前已成立篮
球、足球、电子竞技、瑜珈等体育协
会27个，会员4000多人。社会体
育指导员2600多人，今年新增300
多人。

“百姓赛场”深入生活
群众体育蓬勃发展沙坪坝

沙坪坝区“百姓赛场”活动深受广大市民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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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九龙坡区体育工作在
市体育局大力指导下，认真贯彻落
实国务院《全民健身计划（2016—
2020年）》和《重庆市全民健身条
例》，紧紧围绕全市“三大攻坚战”

“八项行动计划”和全市体育工作会
议精神有关要求，对标对表全市体
育“1+5+1”行动计划，进一步解放
思想，深化体育改革，以人为本，构
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打造全
民健身特色体育赛事，让全区人民
真正共享体育带来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

多项体育政策
推动特色体育赛事打造

九龙坡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
体育事业发展，将全民健身工作作
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以落实全
市体育“1+5+1”为奋斗目标，先后
出台了《关于九龙坡区加快发展体
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
《九龙坡区现代服务业扶持办法》
《九龙坡区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2016—2020年）》《九龙坡区“十三
五”体育发展规划》《九龙坡区体育
设施布局规划（2016—2020 年）》
《“健康九龙坡2030”规划》《九龙坡
区关于贯彻落实<重庆市全民健身
条例>的实施意见》等多项体育政
策，以推动全民健身特色体育赛事
打造为重点，全面贯彻落实全民健
身各项工作。

打造品牌体育赛事
探索“赛事+”融合发展模式

从2015年开始，九龙坡区连续
5年承办国际攀联世界杯攀岩赛；
2018年起承办亚洲青年攀岩锦标
赛，吸引30多个国家上千名顶级攀
岩运动员来渝参赛；先后承接了亚
运会中国代表队攀岩选拔赛、第十
三届全运会群众项目攀岩总决赛、
全国青少年攀岩U系列联赛等一系
列全国赛事，成为全国攀岩运动重
要的赛事承接地。

这些赛事推动全市攀岩运动的
普及和提升，市区两级少年儿童攀
岩锦标赛、攀岩冬夏令营、全民健身
运动会攀岩赛、攀岩职业技能大赛
等相继举行。攀岩还带动了其他项
目发展。目前，全区已建成10所攀
岩基地学校，建成全国首个攀岩主
题公园——重庆华岩壁虎王攀岩示
范公园。

去年9月，九龙坡引入阿里体
育电竞部，举办世界电子竞技运动
会全球总决赛，打造世界电子竞技
街区。九龙坡去年还成功举办了
2018世界国际象棋女子锦标赛冠
军对抗赛，连续 3 年承办 2016-
2018年全国国际象棋元老精英赛，
邀请叶江川、丁立人、余少腾、谢军、
诸宸等世界级国际象棋大师齐聚九
龙坡，推动国际象棋运动从“小众”
逐渐迈向“大众”。目前，全区开展
国际象棋项目学校达到20余所，形
成了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的高水
平国际象棋普及和培养体系。

培育特色体育赛事IP
提升城市体育竞争力

以品牌赛事为引领，九龙坡大
力开展全区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每

4年举办一届区运会，每年开展全
国“全民健身日”、重庆市“全民健身
月”系列活动以及区端午龙舟赛和
篮球、足球、工间操、乒乓球、羽毛
球、健身操等20余项区级赛事活
动。结合本区实际，创造性开展全
民健身特色赛事活动——全民健身
公益列车系列活动，把体育工作主
战场前移，主动贴近百姓，开展“六
送六进”。“六送”就是送快乐、送和
谐、送正能量、送健康、送特色等，

“六进”就是进机关、进军营、进企
业、进社区、进校园、进乡村。

除此之外，九龙坡还依托金凤
梨花节、中梁山登山节、走马桃花
节、黄桷坪新年艺术节等地方特色
节气活动，开展了射箭、拔河、登山、
定向等体育赛事，每年吸引数万人
参与。

九龙坡区体育局局长马红兵
说，用品牌赛事引领，使全民健身服
务工作在基层落地生根，真正带动
全区广大群众加入到全民健身的大
潮中，推动九龙坡区全民健身活动
蓬勃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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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品牌赛事
引领全民健身九龙坡

4月20日“寻迹九龙”重庆市第二届全民定向越野挑战赛在西彭镇真武宫开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