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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运动成都”成都市第四届“安利纽崔莱”
全民健身运动会总决赛暨闭幕式的举办地，青白江
区在全民健身工作上方面成绩突出。今年以来，青
白江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市第十三次党
代会精神，立足“亚欧内陆门户，国际化青白江”发
展定位，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大力开
展全民健身活动，举（承）办多个国际级、国家级文
体赛事活动，荣获“2013~2016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
进单位”称号。

全民健身开展方面，2016年，青白江新建成的
区文体中心在承办完市运会后向市民开放，截至目
前，青白江区文体中心已累计开放278天，累计开放
人次达40万，文体培训2.1万人次，国民体质监测近
6000人次，健身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深入推进区、
乡、村三级全民健身设施体系建设，建成成都市示
范性足球场12片，村（社区）全民健身工程共144处，
全民健身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大力开展各级各类
全民健身活动，常态化举办百村体育、“全民健身
日”、全民健身运动会、城市足球联赛等全民健身活
动2000场次以上，参赛市民22万余人次。

此外，青白江的高端赛事品牌初步树立。据青
白江区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连续多年承办亚洲山地自行车锦标赛、3届全
国山地自行车冠军赛、全国钓鱼精英赛等大型赛事
活动基础上，今年来青白江区精心策划“蓉欧”系列
文体赛事活动5场，成功举（承）办“一带一路”国际
乒乓球公开赛、亚洲羽毛球精英巡回赛、全国联合
运动学校游泳比赛等国际级、国家级赛事近10场。

通过举（承）办国际国内知名文体活动，青白江
区旅游、餐饮、住宿等行业也得到带动发展，旅游人
数增加20万人次，实现赛事赞助收入500万元，直接
收入5000万元，不仅促进了文化、体育、旅游的联动
融合发展，而且加强了青白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城市的文化体育交流，同时也有力提升了青白
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推动了体育强区的建
设进程。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青白江区

2017年，金牛区上下深入贯彻落实
《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掀起全
民健身新高潮，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
数占全区总人口的30％，社区居民参加
国民体质测试合格以上人数达88%。5月
～10月，以“活力金牛·全民健身节”系
列体育活动——“全民健身400惠民工
程”、“全民健身活力中坚”和“科学健身
大讲堂”等为主题的太极拳、跳绳、足
球、篮球、体质达人赛等列活动在109个

社区、15个街道、区级各机关部门、数十
家区内企业蓬勃开展，全民健身工作效
果明显。

2017年，“运动成都·活力天府”成
都天府新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
第三届社区体质达人赛，从6月持续至
11月，时长跨度近半年，竞赛项目包含

了羽毛球、乒乓球老年个人赛、乒乓球
团体赛、篮球、足球、网球、游泳、广场健
身操（舞）、太极拳（剑）、拔河、跳绳、平
板支撑、棋类、门球、社区体质达人赛共
15项。比赛旨在全民参与，快乐健身，因
此项目设置及组队参赛方式均体现了
亲民、利民、便民的原则，天府新区直管
区13个街道积极组队参赛，各街道分别
举行了预选赛，从村社基层进行层层选
拔，影响和带动了天府新区几十万市民
参与到健身中来。

5月～12月，“运动成都·健康锦江”
2017年锦江区全民健身运动会顺利举
行。运动会共设青少年组、成年组和老
年组3个组别，其中成年组、青少年组各
11个大项，老年组6个大项，设置的比赛
项目有：游泳、棋类（中国象棋、围棋）、
乒乓球、羽毛球、五人制足球、篮球、射
击、10人11足跑、30人31足跑、拔河、模

型、气排球、武术、跆拳道、太极拳（剑）、
柔力球、健身秧歌、第九套广播体操等。
锦江区所属各街道（含社区）、区级各部
门、驻区各企业、事业单位、区属国有公
司、大中专院校、区属各中小学校、驻区
部队、各人民团体组成的33支代表团，
约7800余名健儿，展示了活力四射的锦
江区全民健身氛围。

高新区
2017年，成都高新区加大惠民健身

设施投入力度，深化全民健身事业健康
发展，以青少年体育、社区体育、园区体
育为重点，广泛开展以“运动成都·活力
高新”为主题的系列全民健身活动，包
括羽毛球系列赛、业余篮球公开赛、足
球冠军赛、垒球锦标赛等13个大单项赛
事，活动累积场次近千。同时，高新区配

合市体育局，圆满完成了为期5天的国
际篮联2017 3×3 U18世界杯赛和成都
国际马拉松赛的承办任务，来自世界各
地的篮球代表队和马拉松选手齐聚蓉
城，进行赛事交流。高新区出色的办赛
能力和优质的赛事服务，赢得了多个国
际体育组织的充分认可和高度评价，也
助推成都国际赛事名城建设。

锦江区

2017年，武侯区紧扣“运动成都·活
力武侯”主题，创新开展“诸侯争锋”系
列球类特色全民健身活动，成功举办初
赛、复赛、决赛覆盖区、街道、社区三级
的“运动成都”成都市第四届“安利纽
崔莱”全民健身运动会暨武侯区第四
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截至11月底，已开
展全民健身活动351场，参与总人数达

80万余人次。此外，武侯区成功承办了
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中国乒乓球公开
赛（成都）、“巴蜀武道杯”全国青年跆拳
道锦标、全国围棋甲级联赛等大型赛
事，12月还将举行的2017年全国电子竞
技公开赛（NESO）总决赛，有效地宣传
武侯、宣传全民健身，提升了武侯区形
象和美誉度。

武侯区

2017年，“动感成华”—“快乐体育·
健康成华”成华区第三届社区运动会暨

“运动成都”成都市第四届“安利纽崔
莱”全民健身运动会成功举办。本届运
动会共设竞赛项目16个，既有以乒乓
球、羽毛球、篮球、平板支撑、拔河等项
目为主的竞技项目，也有以太极拳、柔
力球、广场健身舞等项目为主的普及性

项目，共计2万人次参赛。此外，成华区
成功承办了中国家庭自行车健康营创
始站·成都成华活动，还通过万达集团
和成都市政府牵线，积极争取到了全球
首次UCI都市自行车赛落地成华，在新
华公园圆满成功举行，受到了市委市政
府、区委区政府、UCI官员、国际运动员
及市民的一致好评。

成华区

2017年，“运动成都”第四届“安利
纽崔莱”全民健身运动会暨大邑县“体
彩杯”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历时半
年，共计280场次比赛，参与人数达万余
人。本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分青少年组、
成年组、老年组三个组别，其中青少年
组分小学、初中、高中组；设置了足球、
篮球、象棋、围棋、羽毛球、拔河、啦啦

操、跳绳、健身腰鼓、太极拳（剑）、健身
秧歌12个竞赛项目。运动会按照政府主
导、部门协同、协会承办、社会参与、媒
体宣传、企业支持的工作理念，创新办
赛模式和组织动员方式，积极带动县级
各体育协会参与全民健身，提升了大邑
县城市品牌形象，展示了全县人民昂扬
向上精神风貌，检验了体育工作成果。

2017年，都江堰市依托社会资源，
开展群众健身活动。例如，组织开展200
场、4000余人次参加的“文轩教育杯”篮
球比赛，共有乡镇、街道、市级部门、企
事业单位、驻都江堰高校和武警都江堰
消防大队等48支队伍参赛；利用优势资
源，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健身活动。例

如，充分利用拥有“东方阿尔卑斯”美誉
的蒲虹路，开展群众参与度高的自行车
爬坡挑战赛；创新思路，开展体育“四
进”活动。例如，以单项体育协会为基
础，大力发展以机关（事业）单位、企业、
酒店、社区为代表的俱乐部、活动小组，
开展健身活动。

大邑县

都江堰市

2017年，郫都区全民健身活动围绕
“健康郫都”发展定位，创新活动组织方
式，开展“我为郫都增光添彩”主题系列
活动，成功举办元旦越野赛、百村跳绳
拔河赛、社区象棋对抗赛、太极拳系列
赛、创客杯足球赛等各级各类全民健身
活动110余场次，带动群众健身40万人
次以上。以2017年中国体育彩票杯“运

动成都·健康郫都”快乐周末篮球联赛
暨农民篮球运动会为例：活动分机关事
业组、镇街道组及社会精英组，运动员
来自全区各镇（街道）、机关、企事业单
位、驻区单位等，共39支代表队、600余
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历时3个月，激战近
111场，实现观众人数20余万人次，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邛崃市
2017年，邛崃市结合自身实际，举

办了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系列活动，
增强了群众参与体育健身的意识，提
高了群众的身体素质。邛崃市举办了
第二届职工象棋比赛、第七届成都采
茶节自行车骑游活动、男子篮球赛、足
球赛、第五届捷安特杯少儿自行车挑

战赛、8月8日全民健身日、第三届全民
健身运动会、“运动成都”成都市第四
届“安利纽崔莱”全民健身运动会登高
比赛等一系列全民健身活动百余次。据
不完全统计，全市参加全民健身活动的
人数达6万人之多，极大地丰富了群众
的业余体育生活。

新都区
2017年，新都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

全民健身战略，成功举办新都区第四届
运动会，25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运动新都，活力香城”深入人心。此外，
新都区开展区镇村全民健身活动300余
次，区体育中心免费开放接待全民健身
60余万人次，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100
人，开展国民体质监测2400余人。参加

第四届成都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在自行
车、太极拳、足球、健身气功等项目取得
优异成绩。新建区体育中心综合训练
馆，新建全民健身设施40处，新建镇级
全民健身活动中心2个，香城体育中心
也进入打围施工阶段。完成公益性示范
足球场建设，建成各类足球场16片。在6
所小学开展棒垒球进校园活动。

新津县
2017年，新津县坚持“运动成都，幸

福新津”的理念，在全县广泛开展全民
健身活动。新津县以元旦、春节、全民健
身日、九九重阳节等重大节假日为主
线，深入开展了宝墩之舟龙舟对抗赛、
第五届社区联盟运动会、绿道骑游、越
野比赛、学生运动会等各级各类全民健

身活动100项次以上，活动贯穿全年，科
学有效地带动了全民健身。此外，新津
县承办大型高端体育赛事，“第八届中
国成都国际名校赛艇邀请赛”吸引了来
自国内外12所名校的19支男女赛艇队
参加，对提高城市知名度，推进成都国
际化进程具有积极的作用。

简阳
2017年10月30日～11月3日，“运动

成都”成都市第四届“安利纽崔莱”全民
健身运动会简阳赛区决赛，在简阳市体
育中心体育馆隆重举行，来自全市45个
乡镇（街道办）的平板支撑、拔河、跳绳、
广场健身舞（操）四项比赛的预赛冠军，
共计2000余名基层群众参加了决赛。此
前，各乡镇预赛已于9月中旬结束。在5

天的比赛时间里，各代表队赛出了风
格，赛出了水平，舞出了时尚，秀出了魅
力，充分展示了简阳市广大干部群众崭
新的精神风貌。而各单项冠军，代表简
阳市参加了成都市第四届全民健身运
动会总决赛。由于各参赛队高度重视，
认真组织队伍、精心挑选人才，并在工
作之余刻苦训练，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金堂县
10月16日，“喜迎十九大 健康中

国梦”2017金堂县全民健身运动会，在
金堂县体育中心隆重开幕。此次全民
健身运动会，在前期已经开展了行政
村（社区）预赛、乡镇复赛的基础上，25
个机关单位及21个乡镇（街道），共46

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参加了此次
县级决赛。比赛项目包括平板支撑、广
场健身操（舞）、拔河、跳绳、游泳、乒乓
球、羽毛球等共8项。通过举办此次全
民健身运动会，深化了运动金堂、健康
金堂建设。

蒲江县

2017年，蒲江县先后举办了中国成
都第八届自行车车迷健身节（青蒲站）、

“运动成都·定制赛事”蒲江县采茶趣味

健身活动、“运动成都·定制赛事”西来
古镇钓鱼活动、中国成都朝阳湖山地徒
步大会、蒲江县全民健身运动会（篮球、
足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门球、游
泳、太极拳等12个项目）、中小学生综合
运动会等赛事。同时结合幸福美丽新村
建，设积极将县级全民健身活动下沉到
乡镇开展，让群众出门就能参与较高规
格的体育赛事，感受全民健身活动带来
的轻松和愉悦。

青羊区
青羊区第五届运动会暨青羊区第

五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于2017年5月～
10月举行，共设立了田径、篮球、足球、
游泳、羽毛球、乒乓球、拔河、太极拳、
棋类、气排球、跳绳、八段锦、平板支
撑、广场舞14个比赛项目，采取各街道
单独组团，驻区各企（事）业单位参加
所属街道代表团，区级各部门、各人民
团体、市垂管部门、区属国有企业联合

组团的形式。运动会以“健康成都·锦
绣青羊”为主题，全区28个代表团、近
300支队伍、50000人次参与，竞赛项目、
参赛人数都创造了历史之最。而在举
办区内比赛的基础上，青羊区精心选拔
了在比赛中表现优秀的队伍及个人，组
织参加成都市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总决赛，提高群众的身体素质，倡导文
明健康生活方式。

双流区

2017年，双流区全民健身运动会历
时7个月，在全区不同区域举办36场选
拔赛，直接参与人数达5802人，影响和

辐射受众16万余人，为双流区市民搭建
了参与全民健身、提升身体素质、展现
精神风貌的平台，助推健康双流建设。
随后，双流区组织选拔了278名运动员，
备战成都市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总
决赛。总决赛期间，他们参与了14个大
项、38个小项的争夺，比赛成绩和体育
道德均取得优异成绩，展示双流人昂扬
向上的精神风貌和良好的团队精神。

2017年，温江区以“运动温江”为主
题，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以人为本、内容
丰富、贴近群众的全民健身活动140余
场次。其中，举行“运动温江·全民巡礼”
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15场次、“运动温
江·全民健康”全民健身运动会8场次、

“运动温江·喜迎马术节”全民健身活
动10场次、“运动温江·走进养老院”全
民健身活动30场次，活动项目包括篮
球、足球、羽毛球、气排球、拔河、跳绳、

健身操（舞）、平板支撑、中华武艺展演、
象棋、围棋等20余项，参与人数达40余
万人次。

金牛区

天府新区

郫都区

温江区

“运动成都”成
都市第四届“安
利纽崔莱”全民
健身运动会各
区（市）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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