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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奥体中心积极发挥大型公共
体育场馆引领作用，获评 2020 年度
全国体育事业突出贡献奖。

该奖项由国家体育总局组织
评选，包括逐级推荐、资格初审和
征求意见、复审等多项程序。2020
年一共有 91 个单位（部门），187 位
个人获奖，市奥体中心因在体育产
业方面所做的突出贡献，荣获 2020
年度全国体育事业突出贡献奖（集
体）。

体育战“疫”奥体在行动

2020年初，面对严峻的疫情防
控形势，市奥体中心按照市体育局
决策部署和工作安排，响亮提出

“体育战疫 奥体在行动”口号。4
月上旬，按照疫情防控指示要求，
市奥体中心组织召开体育商户座
谈会，分析研判当前体育产业经营
形势，听取商户复工复产中存在的
困难和意见建议，并讨论了体育消
费券发放有关事宜。明确提出“稳
存量、拓增量、保安全”的工作思
路，采取有力措施努力降低疫情带
来的影响。

为积极发挥大型公共体育场馆
引领作用，4月至6月推出支持入驻
企业复工复产10条举措，为企业减
租减负金额近300万元，并在引流、
宣传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关心，帮助
企业全面复工复产。同时，率先在

全市体育场馆中推出“百万体育消
费券”，累计发放价值100万元的电
子体育消费券，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有效刺激和推动体育消费快速回
暖，稳住中心产业经营基本盘。

公益开放 满足群众健身需求

随着疫情防控稳步推进，全市
文化体育场所有序恢复开放。市奥
体中心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采
取多项措施，满足市民健身需求。

4月初，市奥体中心的田径场、
羽毛球馆率先开放。2020年8月8
日，市奥体中心推出“全民健身日”
系列公益活动，以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健身需求为出发点，坚持“便民
惠民”的原则，推出了四大主题，包
含免费开放场馆、举办奥体健康大
课堂、开展免费国民体质监测、提供
奥体“好体育人”科学健身指导。

2020年10月，千余夜跑者齐聚
重庆市奥体中心，以荧光夜跑的方
式拉开“和谐奥体·悦动九龙”2020
金秋全民健身季的序幕。除此之
外，市奥体中心还开展了第七届奥
体游泳等级达标赛、首届奥体羽毛
球邀请赛、“奥体云健身”、全民健身
嘉年华、体育文创集市等活动，积极
承办了2020年中国田协基地特许
赛(重庆市第二站)、别克跑团联赛、
厦门航空城市定向赛、万人瑜伽大
会等赛事活动，进一步引领了群众
健身热潮，推动了全民健身活动广

泛开展。
为满足广大市民多样化、多层

次的体育需求，市奥体中心做好场
馆免费低收费开放工作，不断优化
开放时段，扩大免费低收费开放力
度，努力做到全时段覆盖。各场馆
平均开放时长250天以上、接待休闲
健身群众近500万人次，其中体育场
免费低收费开放接待健身群众151
万余人次。

智慧体育 提升体育幸福感

市奥体中心2020年还大力加
强智慧场馆建设。以场馆设施为载
体，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信息技
术着力加强“智慧场馆”建设，大力
推行智能健身、智能消费、智能停车
等服务，引进打造了奥体“智慧步
道”项目，新增智能多功能柱、智能
互动大屏等设备，结合人流统计系
统和人脸识别系统，为市民提供免
费的智能化健身服务，进一步完善
群众体育健身设施，提升公共服务
水平，满足群众健身需求，推动全民
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2021年，市奥体中心将不断优
化产业布局，构建系统化科学化体
育产业体系。加大互联网大数据运
用，不断升级优化智慧场馆，着力推
动场馆运营改革，提升群众体育获
得感和幸福感，助力体育强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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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小型多样全民健身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原
本的赛事计划，也让众多健身爱好者
面临着“无赛可参与”的局面。

为应对疫情影响，满足广大市民
的健身需求，一方面创新活动方式，策
划适合线上开展、群众参与度高的赛

事，并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探索
开展小型多样、惠民利民的全民健身
活动；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各体育协会、
社体指导员作用，积极组织“抗击疫
情、体育助力”公益志愿服务活动，通
过开展线上视频教学等方式，为市民
提供健身指导，受到广泛好评。

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的大背景下，市社体中心也积极融
入协同发展的大势，联合四川省体育
部门开展了社体指导员广场健身操
（舞）技能大赛、成渝双城万人瑜伽大
会等一系列赛事活动。

2020年，市社体中心共组织开
展线上线下、各级各类全民健身活动
50 余项次、参与人数达 114100 人
次。活动项目主要包括乒乓球、羽毛
球、健身操舞、街舞、击剑、徒步等10
余种，满足广大群众在疫情下的健身
需求。同时，作为承担全运会铁人三

项、高尔夫球两个项目备战任务的训
练单位，市社体中心以加强队伍管理
和训练竞赛工作为中心，积极加强训
练竞赛及反兴奋剂工作，科学备战

“十四运”，确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

社体指导员服务群众

为充分发挥社体指导员指导大
众健身作用，市社体中心在2020年
策划举办了社体指导员走进社区、走
进体育文化公园、走进乡镇健身技能
交流活动，共陆续在渝中区、江北区、
大渡口区、黔江区、江津区、梁平区、
潼南县等区县成功举办多场活动，展
示指导了太极拳、柔力球、排舞、健身
操等项目，吸引广大群众的热情欢迎
和积极参与，对推广科学健身和广大
参与锻炼人群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与此同时，市社体中心继续加大
社体指导员的培训力度。2020年，
全市共计培训社体指导员5912人，
其中一级400名、二级3196名、三级
2316名。迄今为止，全市共有社体
指导员75599名，每万人拥有社体指
导员25名。

2021年，市社体中心将继续贯
彻落实重庆体育“1+5+1”行动计划，
认真履行中心职能职责，坚持立足重
庆、面向社会、科学指导、服务为民，
巩固提升传统体育赛事、做强精品赛
事品牌、努力拓展新兴项目，促进全
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主动融
入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为建设体育
强市做出积极的贡献。

韩成栋 图片由市社体中心提供

2020金秋全民健身季暨第三届奥体夜跑现场

2021年重庆市新年登高活动

2020年12月3日，第34届“同里
杯”中国围棋天元赛决赛在苏州吴江
同里收官。重庆棋手杨鼎新九段在
三番棋角逐中以 2:1 的比分战胜连
笑，首夺围棋“天元”头衔，成为了第9
位“天元”头衔获得者，也是继古力之
后第二个获此殊荣的重庆棋手。

此次夺冠，是重庆棋牌运动在
2020年全面突破的真实写照。

回顾2020年，市棋牌运动管理中
心深入贯彻落实重庆体育“1+5+1”
行动计划，紧扣“推动棋牌事业发展”
这一核心任务，围绕党建、疫情防控、
赛事组织、人才培养、成渝双城合作
等方向全面布局、多点开花。

多个赛场捷报频传

作为重庆围棋当前的领军人物，
杨鼎新在2020年不仅收获“天元”头
衔，而且荣获了由国家体育总局颁发
的2020年度体育运动一级奖章运动
员称号。

除了杨鼎新的耀眼表现之外，重
庆棋手在2020年的各类赛场上也是
不断高歌猛进、捷报频传——

谭中怡先后获得直布罗陀国际象
棋女子组冠军、国际象棋特级大师线
上明星赛团体冠军、2020全国国际象
棋锦标赛女子组冠军等多项优异成
绩；雷挺婕则获得国际象棋电视快棋
赛冠军、斯坦尼茨网络纪念赛亚军。

与此同时，重庆围棋队在2020
年围甲联赛中提前完成保级目标，最
终收获第五名。包括何语涵在内的

多名小将表现出色，让重庆队呈现出
了明显的上升势头。

此外，第八届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
赛首次在渝成功举办，大大提升了我市
女子围棋运动发展的基础和氛围。

全民棋牌蓬勃发展

受疫情影响，2020年我市棋牌
赛事的办赛计划被彻底打乱，面临着
众多棋牌爱好者“无赛可参”的局面。

为此，市棋牌中心及时应对，创新
举措。一方面，精心策划组织了包括
围棋、象棋、国际象棋、桥牌项目在内
的10余场网络比赛，满足广大市民参
赛需求；另一方面，市棋牌中心推出

“五棋一牌”云课堂和棋牌运动有奖知
识竞答，参与人数达5万人次，有效带
动了棋牌项目的普及推广。

此外，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的前

提下，市棋牌中心还采用小型分散的
方式，举办了“丰盛古镇杯”象棋名人邀
请赛、“偏岩古镇”围棋邀请赛等一系列
线下赛事，推动了全民棋牌蓬勃发展。

培养人才夯实基础

后备人才培养是市棋牌中心一
直常抓不懈的工作之一。

继与沙坪坝区共建围棋高水平
少年队之后，市棋牌中心于2020年
与江北区正式共建重庆市国际象棋
二队。不仅提升了重庆市国际象棋
运动整体水平，也促进了国际象棋后
备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

2020年末，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前提下，重庆市青少年棋类锦标赛、
重庆市围棋锦标赛、重庆市青少年围
棋团体赛等青少年赛事采用分散办
赛的方式相继举办，近2000名小棋
手踊跃参赛，充分展示出了良好的青
少年发展基础。

与此同时，市棋牌中心还成功举
办了2020年重庆市棋类项目训练
营，40余名优秀苗子参与训练，展示
出了不俗的水平，为我市棋类专业队
选材提供了基础。

展望2021年，市棋牌中心将紧
紧围绕重庆体育“1+5+1”行动计划，
科学编制重庆棋牌事业“十四五”发
展规划，积极推进成渝棋牌融合发
展，努力加强全民棋牌普及推广，持
续增强竞技实力，全面夯实后备人才
基础，实现重庆棋牌事业高质量稳步
发展，为建设体育强市贡献力量。

韩成栋 向霞蔚 图片由市棋牌中心提供

杨鼎新夺得中国围棋天元赛冠军

近700名小棋手角逐2020年重庆市青少年棋类锦标赛 2020中国成渝双城万人瑜伽大会创大世界基尼斯纪录活动现场

市棋牌中心：竞技成绩保持强劲 后备人才培养初显成效 市社体中心：创新举措服务全民 因地制宜指导健身
2020 年 7 月至 8 月，重庆市

“全民踢毽子”网络挑战赛成功举
行，共吸引了全市 300 多名踢毽
爱好者参与其中。

9月，重庆市“全民跳绳”网络
挑战赛成功举行，共有来自我市各
区县的214名运动员报名参加。

与此同时，市社体中心还组
织开展了中国线上全民徒步大赛
重庆赛区比赛以及重庆主城九峰
挑战赛线上公益赛等。

上述丰富多彩的赛事活动，
正是市社体中心在应对新冠疫情
影响冲击下，创新举措服务全民
健身的生动案例。

在刚刚过去的2020 年，市社
体中心紧紧围绕重庆体育“1+5+
1”行动计划，主动作为、创新举
措，安全有序地组织开展了系列
线上线下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因
地制宜地加强社体指导员培训和
指导，全力备战出席“十四运”比
赛项目，积极为建设体育强市作
出应有贡献。

市篮管中心：备战促提高 赛事推普及

2020 年 11 月至 12 月，重庆市第
五届篮球联赛公开组和区县组的比
赛分别在璧山区和渝北区举办。吸
引了全市 25 支高水平队伍参赛，通
过媒体平台关注赛事的篮球爱好者
超过 6 万余人次。火爆的数据是重
庆篮球事业稳步前行的最好例证。

2020年，市篮球运动管理中心按
照“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夯基础”
的原则，完善制度24项，以统筹发展和
人才培养为重点，以职业篮球推进、社
会篮球普及、篮球赛事组织、人才培训
管理、场地设施保障为抓手，有序推进
重庆篮球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活动丰富多彩 夯实群众基础

为大力推动重庆篮球事业高质
量发展，鼓励市民积极参与篮球运
动，市篮管中心积极应对疫情防控要
求，创新办赛模式，采用线下测试评
分、线上网络直播的新方式，开展了
全市青少年篮球锦标赛（测试赛）乙、
丙两个组别的比赛及全市第二届幼
儿篮球嘉年华（测试赛）等篮球赛事
活动，既有效满足了青少年、幼儿参
赛和观赛需求，也为区县及社会团体
在疫情期间参加和开展篮球赛事活
动提供了指导示范，并通过视频直播
等方式让广大市民足不出户，就能欣
赏到全市篮球联赛等本土篮球赛事

的精彩对决，有效推动了篮球运动的
普及。与此同时，市篮管中心开展居
家训练健身线上指导服务，邀请专业
篮球教练在线指导，广大市民居家学
习篮球常识，进行体能训练，有效满
足了市民疫情期间健身需求。

此外，市篮管中心改革创新教练
员培训，举办了全市首次线上篮球裁
判公开课，邀请CBA金哨杨茂功教
授等知名裁判授课，全市300位篮球
爱好者，齐聚“云教室”，受到社会一
致好评。

深耕“以赛代训”扎实备战全运

为全面提高篮球竞技水平，全力
备战“十四运”，市篮管中心坚持“三
重一大”原则，强化体能训练，以赛代
训，丰富参赛经验，不断提高技战术，
全力加强全运会队伍建设。

一方面，针对全运会队伍，全面
夯实备战基础。去年，我市三人制男
篮队和五人制女篮队伍进行为期5
个月的封闭训练，平行备战三人制女
篮队伍进行了2个月的集中训练；同
时，引进2名北京体育大学体能专职
训练和视频分析师，加快经验训练向
科学训练的转化，为全运会队伍提供
跟队服务，确保运动训练和身体机能
恢复，减少运动损伤。

另一方面，注重“以赛代训”，与
陕西、四川全运会队伍进行交流比

赛，提高了备战队伍的技战术能力和
比赛经验。经不懈努力，在全国三人
篮球锦标赛中，重庆男子U18队伍进
入前八强；青年女篮则在全国U17篮
球决赛中，先后战胜了实力不俗的河
南、广东、辽宁队。

推进体教融合 挖掘后备力量

为有力推动重庆篮球高质量发
展，市篮管中心着力加强后备人才培
养，夯实我市篮球运动发展“塔基”。
制定出台了《重庆市篮球后备人才基
地认定办法》《重庆市篮球后备人才基
地评分说明》《重庆市篮球后备人才基
地评分标准》等，完善了篮球青训制度
体系，并采取市区共建、市校共建等方
式，集社会各方优势资源，积极推进体
教融合。与璧山、綦江、开州等区县和
重庆一中、南开中学、四十二中等学校
签订联合培养篮球后备人才协议，积
极开展青少年篮球锦标赛、川渝青少
年篮球友谊赛等青少年篮球赛事，促
进了我市青少年篮球梯队建设发展。

市篮管中心主任潘孝荣表示：
2021年，将奋力打好“十四运”，全力
办好市六运篮球赛事，努力推广普及
篮球运动发展，大力推进职业篮球建
设，通力合作深化体教融合，确保“十
四五”开好头，起好步，以优异的成绩
为体育强市建设作新贡献。

吴姗姗 图片由市篮管中心提供

重庆市第五届篮球联赛公开组比赛现场

市奥体中心：获评“2020年全国体育事业突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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