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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冬运中心：全力以赴抓备战 加快冰雪运动普及提高

2021年元旦，在海拔1500多
米的重庆石柱冷水国际滑雪场
上，重庆市第三届冰雪运动季系
列活动暨重庆市首届全国大众单
板滑雪挑战赛打响了新年第一
战。来自全国8个省市的近100
名单板滑雪爱好者全副武装、同
场竞逐，用比赛的方式迎接新的
一年。其中，不乏黑龙江、吉林、
河南等北方城市的选手。

一场南方城市的冰雪赛事
缘何能吸引众多北方选手参
赛？冰雪运动落地南方又是如
何实现迅速升温？或许，我们能
从重庆冰雪运动过去一年的“大
事记”中探知一二。

“2020 年，是重庆冰雪运动
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的一年。”重庆市冬季运动管理
中心主任柯萍说。

这一年，市体育局通过体制
机制改革成立了冬季运动管理
中心，负责统筹推动全市冬季运
动发展提速、扩面、增效，实现普
及推广和人才培养“两手抓”。

这一年，重庆连续第二年成
功举办了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
大奖赛，成为2020年国内举办的
唯一一场世界级国际大型体育
赛事，树立了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国内举办国际赛事的标杆。同
时，首次参加“中国杯”的重庆花
滑健儿不负众望，斩获一银一
铜，创造了重庆的冰雪历史。

同年，重庆首次组队征战
全国冬运会，狠抓备战不松懈；
冰雪运动持续普及，全年参与
冰雪活动达 100 万人次；川渝冰
雪牵手共唱“双城记”，在赛事、
人才培养等诸多领域不断深化
合作……

这些事件串起了不平凡的
2020年，也将重庆冰雪运动的蓬
勃发展之势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中国杯”成功举办
疫情防控举措成办赛标杆

2020年11月6日至8日，2020
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重庆空
场举行。赛后，中国花样滑冰协会主
席申雪对赛事组织工作给予高度评
价：“2020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
赛非常成功，将成为未来疫情防控常
态化形势下，我们举办国际赛事的标
杆。”

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是，在疫情影
响下，“中国杯”是否如期举办迟迟未
定，直到开赛前的一个多月，才最终
敲定。而在全球疫情防控常态化的
大形势下，举办如此高规格、严要求
的国际花滑赛事，无疑是一项史无前
例的挑战。

“所有运动员来渝之前先测核
酸，到达重庆后，立即采样进行‘核
酸＋抗体’双检测，并采取一人一房
的措施隔离，通过检测后才允许上冰
训练。”据赛事疫情防控工作组组长
介绍，为本次赛事服务的所有工作人
员，都进行了“核酸＋抗体”双检测，
酒店、赛场、交通设施也通过绿区、黄
区的划分，全力创造安全、健康的赛

事环境，“我们严格按照国家体育总
局、中国花滑协会关于疫情防控的具
体要求落实，一切都是为了确保赛事
万无一失。”

除了严密的防疫举措，本届“中国
杯”还有另一大亮点：黄一航、陈昱东、
金恒鑫3位第十四届全国冬运会（下
称“十四冬”）重庆花滑运动员首次亮
相“中国杯”便不负众望，摘得一银一
铜，实现了我市冬季运动项目在国际
大赛中零的突破，对重庆冬季运动发
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深远意义。

全力备战全国冬运会
持续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受疫情影响，原定于2020年举
行的“十四冬”推迟举行。

“虽然‘十四冬’比赛日程尚未具
体确定，但重庆代表团的备战工作并
未松懈，坚持全力备战并做好了随时
迎战的准备，力争圆满完成重庆代表
团在全国冬运会上的首次亮相。”柯
萍介绍，重庆代表团共计参与单板滑
雪、男子冰球、花样滑冰、轮滑冰球、
冰壶、陆地冰壶、速度轮滑、雪车、雪
橇9个大项14个小项的比赛。目前，

速度轮滑、雪车、雪橇、单板滑雪（坡
面障碍和大跳台、平行大回转）等项
目已经完赛，冰球、花样滑冰、轮滑冰
球等重点项目还在积极备战中。与
此同时，市冬运中心一直坚持“严”字
当头，以最严肃的态度和最严厉的举
措，把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抓
实、抓细、抓牢。

此外，全市以备战“十四冬”为契
机，大力加强梯队建设，持续积极开
展跨界跨项跨季选材工作。进一步
规范我市冬季项目的教练员、裁判员
培训工作，为我市冬季项目发展储备
力量。目前，在市冬运中心注册的冰
球教练员30名、裁判员22名，单板滑
雪教练员、裁判员各27名，轮滑冰球
教练员77名、裁判员35名，陆地冰壶
教练员、裁判员83名，花样滑冰裁判
员23名。

全年活动“冰”纷多彩
冰雪运动走进市民生活

眼下，第七届全国大众冰雪季暨
重庆市第三届冰雪运动季正在全市
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截至目前，
全市已累计举办10余场冰雪赛事活

动，整个活动将延续至今年1月。
“我们要把重庆的冰雪运动季办

出特色、办出品牌，打造成重庆人自
己的冰雪节日，让广大市民冬季无需
往北，就可以尽情体验冰雪魅力、挥
洒运动激情，推动重庆冰雪运动、冰
雪特色产业持续升温、蓬勃发展。”柯
萍表示，近年来，重庆积极响应“带动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和“北
冰南展西扩东进”战略部署，大力推
动冰雪运动在全市的普及和发展。
特别是去年8月，重庆市冬季运动管
理中心成立后，便一直致力于为重庆
冰雪运动打开全新局面，积极探索疫
情防控常态化下，冰雪运动推广普及
新方式、新做法。

今年的冰雪运动季较往年进行
了升级，不仅项目设置更加丰富，覆
盖了不同年龄层的人群，活动地点也
遍布全市各区县，企业、场地运营方、
各区县、协会也纷纷加入办赛。与此
同时，冰雪运动“七进”活动、市级的
陆地冰壶公开赛、冰球比赛、轮滑冰
球联赛等一系列大众冰雪赛事活动
也在广泛开展。

目前，全市拥有6个冰场、10个
滑雪场，全年参与冰雪活动达100万
人次，市民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日益
高涨，全市各级各类冰雪赛事活动逐
年递增。

川渝冰雪牵手
赛事、人才培养等领域合作不断

2020年，结合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以及两地体育融合发展的
形势与趋势，市冬运中心自成立后积
极与四川省相关体育部门加强沟通，
开展合作，全力推进两地冬季运动项
目协同融合发展。

去年9月，市冬运中心组织前往
四川进行为期2天的考察学习，并与
四川体育职业学院签订委托培养协
议，由四川体育职业学院协助考察选
拔重庆籍优秀跨界跨项运动员。12
月，川渝两地联袂举办了2020年川
渝冰雪杯西南片区单板滑雪项目大
众系列赛。接下来，双方将争取在专
业队伍的交流互访、青少年人才培
养、成渝地区群众冰雪赛事、专业人
才交流等多个领域，形成全方位联动
发展局面。

2020年，重庆冰雪运动发展全
面提速，全市冬季运动发展取得了新
成效，实现了新突破。2021年，重庆
冰雪也将在“加速跑”中迈出高质量
发展新步伐。

韩成栋 石慧萍
图片由市冬运中心提供

重庆冰球队（红衣）征战2020年全国冰球锦标赛

市足管中心、市足协：立足全运、完善青训 探索重庆足球人才培养创新之路
2020年，围绕“全运备战和青训”，

重庆足球有着许多闪亮时刻：多方合
作共建精英梯队、多名青训球员入选

“国字号”球队、女足队伍赴广东佛山
封闭集训、03男足赴云南嘉丽泽为全
运会做最后冲刺......这些也正是重庆
足球人才培养蓬勃发展的真实写照。

与此同时，开拓创新的合作交流、
高频次高规格的专业培训、逐步完善
的竞赛体系，也给重庆足球事业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能量。

克服疫情积极备战全运会

受疫情影响，第十四届全运会足
球项目备战队伍各项工作受到较大影
响，但市足管中心、市足协克服困难，
积极备战，向着参赛任务目标全力冲
刺。

疫情发生后，第一时间暂停冬训
安排，改以居家备战为主。2020年3
月，及时调整集训方式，将冬训、春训
有机集合；5月，3支队伍均返回所在
学校，开展集中训练。

与此同时，2020年上半年，男足

03梯队、重庆女足分别赴广西梧州、
昆明海梗开展封闭集训，男足05、06
梯队均在各自所在学校开展集中训
练。2020年12月，03梯队赴云南嘉
丽泽训练基地进行集中封闭冬训，为
全运会预赛做最后冲刺。

此外，03男足还先后参加市青少
年锦标赛等市内高水平比赛，女足队
伍则赴江苏参加全国女甲联赛，以赛
代练，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合作共建完善青训培养体系

与市内名校长期合作共建青训梯
队，是我市在优秀足球后备人才体系
建设和培养模式上的有益探索。目
前，重庆青训中心组建和完善了8岁-
12岁年龄段队伍，长期在训队员300
余人，全年开展训练450余次。

2020年7月，青训中心开展了夏
令营青训活动，共有U7至U12六个年
龄段、430余名运动员参加培训。活
动期间，还多次组织了“成长杯”“精英
杯”等赛事，并邀请了成都、武汉、南京
等地的青训队伍来渝比赛，开展了外

地试训队员和本地新队员的选拔工
作，邀请了更多高水平队员加入到青
训中心梯队。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10月，来
自重庆女足的苏涵、侯羽馨、黄晓旭3
名队员入选U19国家女足集训队集训
大名单。这是我市与莱茵达体育合作
共建重庆女足以来，首次有球员入选
国家集训队。同时，两位历练于重庆
足协梯队、成长在合作共建模式下的
优秀小将胡兴雨、黄磊被征召入选
U19国家男子集训队。

着力打造精品足球赛事

2020年，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措
施的前提下，市足管中心、市足协稳步
开展赛事活动，实现了市级、区县级相
联动，联赛、杯赛相结合的竞赛格局。

上半年，成功举行了市青少年足
球锦标赛甲组比赛，共有各个区县的
45支队伍报名参赛，参赛运动员突破
1000人。下半年，先后举办了市青少
年足球锦标赛、市足协杯赛、市城市足
球冠军联赛、市青少年公开赛等重点
赛事，参赛队伍300余支，参赛队员达

5600余人次。
业余赛事方面，重庆市业余足球

联赛暨全运会群众体育项目“笼式足
球”重庆代表队选拔赛在去年9月开
赛，历时3个月，共18支参赛队伍，累
计场次达76场。

人才培训注重“以老带新”

2020年10月，一对裁判“父子兵”
在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上完成了他们
的首次同场执法，成就了重庆足坛的
一段佳话。

2020年全年，市足管中心、市足
协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
二、三级裁判员培训班共4期，参与人
数超500人次。在年轻裁判员的实操
环节，还安排有资历的老裁判从旁指
导，进行理论+实践双重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31岁的重庆足协
裁判金京元在2020年底正式晋升为
足球国际级裁判，成为中国目前最年
轻的足球国际级裁判。

此外，在教练员培养方面，市足管
中心、市足协全年累计举办市级、中国
足协D级、亚足联-中国足协C级等各

等级培训班 14期，受训学员 400余
人。

2021年，重庆足球人将按照全市
足球工作会的会议精神，以全运会备
战、亚洲杯筹备为重点，立足当前、着
眼长远，全面抓好党建、职业足球、青

训建设、社会足球、人才培训等各项工
作，为加快创建体育强市和西部足球
强市建设贡献积极力量。

韩成栋 曹儒威
图片由市足管中心、市足协提供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赛事名称
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足球比赛男子乙组

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足球比赛女子乙组

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足球比赛男子甲组

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足球比赛女子甲组

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足球比赛男子丙组

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足球比赛女子丙组

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足球比赛男子成人组

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足球比赛女子成人组

2021年中国足协超级联赛（竞赛、接待、技术统计、新闻等）

2021年中国足协杯赛（竞赛、接待、技术统计、新闻等）

2021年中国足协女子足球甲级联赛（竞赛、接待、技术统计、新闻等）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足球项目男子U18组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足球项目女子成人组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笼式足球五人制男子组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笼式足球五人制女子组

重庆市业余足球超级联赛

重庆市业余足球甲级联赛

2021年重庆市足球协会杯赛成人组

重庆市全民健身运动会（社区组、市直机关组）

重庆市体育局系统职工运动会五人制足球比赛

成渝地区双城足球赛成人组

成渝地区双城足球赛职业组

成渝地区双城足球赛U9组

成渝地区双城足球赛U10组

成渝地区双城足球赛U11组

成渝地区双城足球赛U12组

成渝地区双城足球赛U13组

成渝地区双城足球赛U14组

序号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赛事名称
2021-2022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重庆赛区（男子U8组）
2021-2022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重庆赛区（男子U9组）
2021-2022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重庆赛区（男子U10组）
2021-2022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重庆赛区（男子U11组）
2021-2022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重庆赛区（男子U12组）

2021年第一届“市长杯”足球比赛U9组
2021年第一届“市长杯”足球比赛U11组
2021年第一届“市长杯”足球比赛U13组
2021年第一届“市长杯”足球比赛U15组

2021年第一届“市长杯”国际足球邀请赛U17组
2021年重庆市市级教练员培训班（第一期）
2021年重庆市市级教练员培训班（第二期）
2021年重庆市市级教练员培训班（第三期）
2021年重庆市市级教练员培训班（第四期）
2021年重庆市市级教练员培训班（第五期）
2021年重庆市市级教练员培训班（第六期）
2021年重庆市市级教练员培训班（第七期）
2021年重庆市市级教练员培训班（第八期）
2021年重庆市市级教练员培训班（第九期）
2021年重庆市市级教练员培训班（第十期）
2021年重庆市市级教练员培训班（第十一期）
2021年重庆市市级教练员培训班（第十二期）

2021年中国足协D级教练员培训班（重庆第一期）
2021年中国足协D级教练员培训班（重庆第二期）
2021年中国足协D级教练员培训班（重庆第三期）
2021年中国足协D级教练员培训班（重庆第四期）
2021年中国足协D级教练员培训班（重庆第五期）
2021年中国足协D级教练员培训班（重庆第六期）
2021年中国足协C级教练员培训班（重庆第一期）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国家一级足球裁判员培训班第二期

国家二级足球裁判员培训班第一期

国家二级足球裁判员培训班第二期

国家二级足球裁判员培训班第三期

国家二级足球裁判员培训班第四期

国家三级足球裁判员培训班第一期

国家三级足球裁判员培训班第二期

国家三级足球裁判员培训班第三期

国家三级足球裁判员培训班第四期

国家三级足球裁判员培训班第五期

国家三级足球裁判员培训班第六期

国家三级足球裁判员培训班第七期

国家三级足球裁判员培训班第八期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冬令营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夏令营

2021年重庆市足协青训中心工作

全运会梯队队员骨龄检测工作

职业球员及青少年球员注册、转会工作

2021年等级运动员申报、评定工作

序号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赛事名称
成渝地区双城足球赛U15组

2020-2021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重庆赛区（U8组）

2020-2021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重庆赛区（U9组）

2020-2021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重庆赛区（U10组）

2020-2021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重庆赛区（男子U11组）

2020-2021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重庆赛区（男子U12组）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甲组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甲组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U-8组（男女混合）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U-10组（男女混合）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U-12组（男女混合）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乙组（U-15）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乙组（U-15）

2021年重庆市足球协会杯赛男子甲组

2021年重庆市足球协会杯赛女子甲组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U-9组（男女混合）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U-11组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U-11组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U-7组（男女混合）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U-13男子组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U-13女子组
2021年重庆市城市足球冠军联赛男子甲组
2021年重庆市城市足球冠军联赛女子甲组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公开赛（男子U8组）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公开赛（男子U9组）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公开赛（男子U10组）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公开赛（男子U11组）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公开赛（男子U12组）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公开赛（男子U13组）

序号

87

88

89

90

91

92

93

赛事名称

2021年中国足协C级教练员培训班（重庆第二期）

2021年中国足协C级教练员培训班（重庆第三期）

2021年亚足联·中国足协B级教练员培训班（重庆第一期）

2021年亚足联·中国足协A级教练员培训班（重庆第一期）

2021年中国足协、中国足球基金会五人制教练员培训班（重庆）

西部地区裁判工作交流会

国家一级足球裁判员培训班第一期

2021年市足管中心、市足协赛事活动计划表

葡萄牙外教给精英梯队小球员进行传球示范

重庆小将黄一航重庆小将黄一航（（下下））与搭档王瑀晨首次亮相中国杯与搭档王瑀晨首次亮相中国杯，，斩获双人滑亚军斩获双人滑亚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