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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重庆体育十大新闻”正式公布
刚刚过去的2019年，重庆体育交出了可喜的成

绩单，实现了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健
康发展，全市体育工作亮点频现，为体育强市建设绘
制了新蓝图。为铭记这一年来重庆体育战线不容错

过的精彩时刻、历史突破和重大成就，近日，经过重
庆市体育局的汇集、评选，2019年重庆体育十大新闻
正式出炉。

具体内容如下（以事件发生时间先后为序）——

6.“一带一路”首届中欧篮球冠军杯
赛在渝举办

2019年9月20日至22日，“一
带一路”首届中欧篮球冠军杯赛在渝
北区体育馆举行。该赛事通过邀请
欧洲顶级俱乐部与CBA顶级俱乐部
进行对抗赛，促进中欧篮球交流。

首届赛事来渝参赛队伍为广东
东莞银行俱乐部、新疆广汇汽车俱乐
部、德国的EWE奥尔登堡俱乐部和
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俱乐部。

7.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精彩
上演

2019年11月8日至10日，该项
赛事在巴南区华熙文体中心成功举
行。这是西南地区首个国际A类冰
雪赛事，11个国家和地区的60余名
国际顶尖选手汇聚一堂，吸引了2万
多名观众到场观赛，受到国内外40
余家媒体广泛关注，央视转播总时长
达27小时，其中直播时长9小时，全
球转播时长统计达243小时，观众达
3亿人次。

8.大田湾体育场保护和利用工程项
目启动

2019年 12月 6日，大田湾-文
化宫-大礼堂文化风貌片区保护提
升工程启动仪式在大田湾体育场举
行。

大田湾体育场保护与利用工程
将按照“突出文物保护、做到安全改
造、注重应急避难、兼顾群众健身”的
原则打造全民健身中心，建设生态体
育文化公园。

该工程是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
略、落实重庆体育“1+5+1”行动计划
的重要举措，对保护体育传统风貌，
完善体育文化功能，提升城市公共空
间品质具有重大意义。

9.重庆成为2023年亚足联亚洲杯举
办城市之一

2019年 12月 28日，2023年亚
足联亚洲杯承办城市揭晓。包括重
庆在内的10座城市成为2023年亚
洲杯承办城市。这是重庆继成功承
办2004年第十三届亚洲杯之后，再
次承办亚洲最高级别的A级赛事。

在提交申办材料后，亚足联及中
国足球协会代表团于2019年4月和
9月两次来渝实地考察，就重庆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以及积极建设专
业足球场等给予高度评价。

目前，作为2023年亚洲杯比赛
场地的重庆两江龙兴足球场及周边
配套设施正加快建设。

10.社区体育公园、山城步道、“两江
四岸”智慧长廊有力推进

根据重庆市政府《利用主城建成
区边角地建设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实
施方案》的总体安排，截至2019底，
已建成50个社区体育文化公园。首
批建成的30个已实现智慧管理，投
用体育场地约170个、健身设施230
余架、健身步道（跑道）32条，智能文
化电子显示屏、免费图书借阅亭、无
人售卖机等配套服务设施80余台。

根据《重庆市主城区“山城步道”
建设实施方案》规划，2019 年至
2022年，我市主城区将开工建设17
条约353公里山城步道。目前，已开
工建设11条。

2019年全市共建设“两江四岸”
智慧健身长廊10个，新建农民体育
健身工程 130 个、社区健身点 300
个、城市体育公园5个，完成《百万公
里健身步道——重庆市健身步道概
念规划》编制，资助全民健身步道11
条。

1.《重庆市全民健身条例》正式
实施

经重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重庆市
全民健身条例》于2019年1月1
日起正式施行。

《条例》颁布后，首个重庆市
“全民健身月”精彩纷呈。“全民
健身月”期间，共发放《条例》单
行本近10万册、《条例》宣传指
南近9万册。全市通过网络、电
视台、广播电台、场馆显示屏等
媒体共计宣传1250余次，信息
刊载1.3万余次。开展各类知识
讲座324场次、知识竞赛59场，
全市体育系统69个体育场馆免
费低收费向社会开放，全面激发
各种社会力量参与体育事业发
展的热情，人民群众体育获得
感、幸福感显著增强。

2.捧起LG杯，重庆棋手杨鼎新
问鼎世界冠军

2019年2月14日，第23届
LG杯世界围棋棋王战三番棋决
赛在韩国棋院战罢。

重庆棋手杨鼎新以2：1的
比分战胜时越，获得了2019年
度围棋项目的第一座世界冠军
奖杯，为重庆围棋再添世界冠军
的殊荣。同时，这不仅是杨鼎新
职业生涯的首个世界冠军，也是
中国围棋选手夺得的第43座世
界冠军奖杯。

3.重庆体育产业博览会暨重庆
马拉松体博会成功举办

2019年3月28日至30日，
重庆体育产业博览会暨重庆国
际马拉松体博会在重庆国际会
议展览中心成功举办。

展会设置了马拉松、场馆设
施营造、健身运动、户外装备、少
儿体育等7大展区，举办了中国
马拉松大满贯、重庆体育文化展
演等活动以及重庆都市旅游节
暨城际旅游交易会，实现了“体
育+旅游+文化”的创新融合。

4.全球活力城市中国方案研讨
会在重庆召开

2019年4月26日，由国际
群体协会主办的“全球活力城市
中国方案”研讨会在重庆成功举
办。会议研究制定了全球活力
城市的中国标准，发布了《全球
活力城市重庆·万盛倡议书》。

12月10日，万盛经开区被
授予首届TAFISA（国际群体协
会）使命 2030 大奖——政策
奖。同时，万盛经开区选送的

“全球视野发展大众体育项目”
荣获全国“2019 民生示范工
程”。

5.重庆跳水名将施廷懋实现世
锦赛三连冠

2019年 7月19日，在韩国
光州进行的国际泳联世锦赛中，
代表中国跳水队出战的重庆选
手施廷懋以391.00分获得冠军，
个人实现世锦赛女子三米板三
连冠。

自2014年以来，施廷懋已
经在世界杯、世锦赛、奥运会上
连续7次夺得女子三米跳板单
人冠军。在世锦赛的历史上，施
廷懋成为继郭晶晶之后第二位
实现世锦赛三连冠的选手，也因
此被评为2019年全国体育事业
突出贡献奖“训练标兵”荣誉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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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家庭，定制美好居家生活

“小度，小度，我要看重庆卫视。”家
住渝北区的市民唐先生正对着一个极
具工业设计感的智能音箱，通过语音操

控电视。“自从有了重庆有线这款智能
音箱，我70岁的老母亲也不用愁按遥
控器了，科技感体验超强的智能家居给
家庭生活带来很大便利。”唐先生说。

上述场景，只是重庆有线智慧家

庭产品生态服务市民美好家庭生活的
一个缩影。

据了解，重庆有线“来点”品牌延展
“来点不同，所以更多”的理念，融入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智慧基
因，整合众多顶级合作伙伴资源，全面升
级终端、内容、平台、服务和体验，蝶变为
无限维度的“来点∞”，为数百万重庆家
庭用户带来全新的可视、可听、可用的智
慧家庭娱乐服务。接下来，重庆有线将
持续跨界创新、破界化反，创新视频+，宽
带+、优家+、智家+等业态和内容运营，
整合AI智能语音与网关技术，实现全屋
智能，让重庆市民置身于理想智慧家庭
生活场景。来点不同，拥有更多。

智慧社区，普惠公共文化服务

在外延智慧家庭生态圈基础上，
重庆有线践行着“党媒政网民生广电”
的使命，着力打造服务“政用、商用、民
用”的智慧社区平台。该平台上联政
府、下连用户、左联平台、右连应用，十
字纵横连接布局，实现社区融媒体、社

区政务、线上和周边商用生活服务、家
庭和社区生活服务圈的大融合。

据悉，该智慧社区平台现提供了政
务服务、网格服务、物业服务、生活服
务、智能生活5大信息化功能，立足基层
政务公开、政策咨询、快捷办事、物业生
活等基础服务，后续将进一步加大商业
和行业信息化服务，引入文化旅游、渝
快办、TGO电视购物、公积金、社保医
保查询等更多信息化便民服务，丰富平
台内容，实现服务能力提质增效。

目前，重庆有线已在沙坪坝、合
川、忠县、万盛等区县部署了超过150
个智慧社区。“接下来，在智慧社区平
台实施公共文化服务“广连接、普覆
盖”的基础上，拟在2021年前实现全市
1014个镇街全覆盖、11232个社区（村
居）全覆盖、600多万有线电视用户全
连接的目标。“我们将针对我市所有区
县用户，全面开放智慧社区平台功能，
为广大用户群提供公共文化基础节目
和智慧社区平台内容及功能服务。”重
庆有线相关负责人表示。

智慧城市，创新驱动发展

去年6月，市政府印发《重庆市新
型智慧城市建设方案（2019- 2022
年）》，提出以“135”总体架构推进重庆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在此背景下，重

庆有线利用自身用户资源、网络资源
及网络安全等优势，依托云管端和大
数据平台，提供新型智慧城市行业应
用解决方案的开发及服务。

目前，重庆有线与渝中区政府签
署了《渝中区全域5G智慧城市典范战
略合作协议》，预计在2022年，将实现
渝中区的广电5G全域覆盖。重庆有
线梁平智慧城市项目深度推进，梁平
智慧城市信息中心竣工投用。与华为
在5G及智能终端等领域加深、加强产
业和技术融合。正积极推进广电5G
在重庆市试点和运营准备工作。智慧
司法、智慧文旅、智慧体育、智慧校园、
工业互联、雪亮工程等一批智慧项目
在全面布局，有序推进。城市管理、政
务服务、民生服务、商用服务进一步融
合扩展，助力全市数字经济产业链跨
越式发展。

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胜。
重庆有线相关负责人表示：“2020

年，公司将继续以‘智慧引领、创新驱
动’为目标，全面迎接中国广电全网整
合运营和5G商用落地，全速升级智慧
广电一链三圈产业生态，‘智慧广电’
将更坚定推动本地化深度运营的变革
出新，服务重庆人民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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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新时代美好生活

重庆有线“智慧广电”驱动产业生态变革

近年来，重庆

有线电视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重庆有线”）以

“智慧广电”战略为

驱动，深入实施市

委、市政府以大数

据智能化为引领的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行动计划，坚定“传

播文化、赋能产业、

服务社会、添彩生

活”的发展方向，以

智慧广电转型为引

领，加快构建“智慧

家庭、智慧社区、智

慧城市”产业生态

体系，以“优家平

台”“会员平台”注

入围绕家庭、社区

和城市的本地化综

合信息服务，以“平

台+生态”服务新时

代美好生活。

重庆有线智慧社区服务中心

2019年9月20日，渝中区人民政府与重庆有线共同签署《渝中区全域5G智
慧城市典范战略合作协议》

重庆有线“来点”品牌升级，为数百万重庆家庭用户带来全新的可视、可听、可用的智慧家庭娱乐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