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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３年，市体育局以体育为民惠民、满足广大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为己任，创新体制机制，

加大资金投入，强势推进体育基本现代化建设试点工作，

促进体育工作又好又快协调发展。６月，经市委批准，如

皋市体育中心成立，隶属于体育局，事业单位性质，核定编

制２５人。如皋市被国家体育总局表彰为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

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市体育局被省体育局表彰为全

省体育工作先进单位。

健身网络　年内，市体育局加强体育社团和基层体育

组织建设，在各镇（区、街道）成立体育总会、老年人体育协

会、农民体育协会、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乒乓球协会、篮

球协会。全年新发展群众性体育健身队３６支，新发展注

册会员５２００人，新增注册团体会员５０个，发展体育志愿

者１０００多人，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１６５人。吴窑镇农民

体育公园被命名为省乡镇体育公园，搬经镇农民体育公

园、江安镇农民体育公园被命名为南通市首批乡镇体育公

园，白蒲镇老年体育活动中心健身点、江安镇易买得超市

健身点、九华镇三荣小区健身点、磨头镇飞来磨文体广场

健身点、如城街道新民社区文体广场健身点被命名为南通

市市级晨晚练健身点，九华镇郭里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如城街道城东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江安镇周庄社区体育

健身俱乐部、磨头镇体育健身俱乐部、白蒲镇体育健身俱

乐部被命名为第七批南通市市级城乡社区体育健身俱

乐部。

业余训练　全市现有注册运动员１０５人，年内新注册

运动员３５人。年内，市少年体育学校加强市少体校体育

后备人才的培养和输送工作。积极探索发展职业、半职业

的体育俱乐部，建立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竞技体育发展的良

性机制。向省优秀运动队输送运动员２人、省体校输送１

人、南通市体校输送１３人。市少体校被国家体育总局命

名为新一轮国家奥林匹克标枪训练基地。

体育设施　年内，市体育局依据《南通市基本实现体

育现代化主要指标》，全面完成县（市）级“新四个一”（即一

个体育馆、一个游泳馆、一个４００米标准运动场、一个全民

健身中心）体育设施建设标准，乡镇（街道）“三室一场一路

径”（即乒乓球室、棋牌室、健身房，篮球场、健身路径）体育

设施建设工程。２１２个行政村（社区）实施“两室一场一路

径”（即乒乓球室、棋牌室、篮球场、健身路径）新建改扩建

工程，城区“１０分钟健身圈”建设实现全覆盖。建成南通

市首家４．８公里健身绿道。成立市镇村三级体育设施管

护队伍，完善公共体育设施管理制度，设施完好率９８％以

上。重点推进镇级５０００平方米新型文体中心和３．３公顷

体育公园建设工程，搬经、柴湾、东陈、石庄、磨头、下原６

个镇级新型文体中心建成并开放，丁堰、九华等新型文体

中心进入内部装饰阶段。白蒲、下原、吴窑等１１个镇体育

公园新建和改扩建并对外开放。

体育产业　年内，市体育局加强体育彩票销售工作，

全市体育彩票销售１５５６１万元，销售总量保持苏中县

（市）第一。８月，经市委批准，成立如皋市体育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国有性质，实行市全民健身中心、市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三位一体”经营

管理模式。

【如皋市获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称号】　８月，如皋市被

国家体育总局授予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

位称号。

自２００９年８月国务院颁布《全民健身条例》始，全市

群众体育工作紧紧围绕建设体育现代化奋斗目标，深入实

施《全民健身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着力推动政府履行

体育公共服务职能。城乡居民体育健身意识不断增强，广

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体育健身场地设施数量

和面积显著增加，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全民健身路径、全民

健身活动中心、全民健身户外营地、体育公园、健身广场、

健身步道等便民利民的健身设施遍布城乡；城乡全民健身

领导机构日益健全，群众性体育社会团体、健身活动站点、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日趋活跃，累计培训和审定的社会体

育指导员３１６３人，发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队伍１０００余

人；全民健身法规制度日益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逐步建立。

【如皋市在南通率先建成４．８公里健身绿道】　６月，如皋

市在南通率先建成４．８公里健身绿道。

４．８公里健身绿道位于如皋港城东部新跃河景区。

市体育局在此安装漫步测距牌１２组、小篮板球场２片、羽

毛球场２片、户外健身器材６套６０件、大型儿童游乐健身

器材１套、室外乒乓球场２片和健身舞广场３个，每天锻

炼群众１０００余人。

·４５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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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３年，市体育局深入开展体育“进社区、进农

村、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活动，提高体育活动社会化、

生活化、组织化和科学化水平。组织开展元旦健步行、红

红火火健身大拜年、妇女健美操、寒暑假返乡大学生系列

体育竞赛、八一军民篮球赛等特色活动，持续开展全市村

居“三百竞赛”工程。在全民健身月期间，市级机关、企事

业单位、镇村分别组织举办全民运动会等群众体育活动。

组织市体育代表团参加南通市第十届运动会各部别比赛，

分别获农民部、社体部团体总分第二名。全年承办国际赛

事１项、国家级赛事２项、省级赛事６项。

社会体育　元月１日，市体育局与市体育总会、市乒

乓球协会联合，在市外国语学校体育馆举行“今世缘典藏

杯”乒乓球单打比赛，１３０名男女乒乓球爱好者报名参赛。

１月１４日，与市体育总会联合举行“缤纷的冬日”未成年

人寒假系列健身活动启动仪式。２月１６日，市体育总会、

市棋类协会联合举办第二届“ＭＬＩＬＹ梦百合杯”围棋精英

公开赛，１００多名围棋爱好者参与比赛。２月２５－２８日，

与各镇联合举办“红红火火过大年，体育健身大拜年”全民

健身志愿服务活动。３月２０日，与市妇联、搬经镇人民政

府举办“体育彩票杯”全市妇女健身舞大赛，各镇（区、街

道）及老年体协等２３个单位参赛。３月３０日，与市教育

局、市文广新局联合举办第一届“元辰杯”少儿围棋锦标

赛，全市２００多名围棋爱好者报名参赛。４月１０－１１日，

组建秧歌队、腰鼓一队和腰鼓二队３支队伍参加全国健身

秧歌及健身腰鼓大赛，获一等奖２个、二等奖１个、三等奖

１个，市体育局获优秀组织奖。４月２３－２７日，市老年体

协代表队参加第二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项目创新大赛，

《如皋莲湘》获全国大赛优胜奖和最佳节目编排奖，《文化

广场健身小夜曲》获全国大赛优秀奖和最佳配音奖。５月

１６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市体育局主办的首届

广场舞大赛在外国语学校体艺馆举行，全市各镇、区、街道

的１４支队伍１４００多名市民参赛。６月１５日，首届机关

文化艺术节举行“如皋体彩杯”羽毛球、台球比赛，市级机

关１１４名羽毛球男女运动员和８１名男女台球运动员报名

参赛。７月２３－２５日，承办省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排舞

项目再培训，南通各县市的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１０７人报

名参训。８月４日，举行庆祝第五个全国“全民健身日”和

“南通体育日”活动启动仪式暨家庭健身大赛、电子竞技英

雄联盟争霸赛开幕式，各界群众２０００余人出席活动。９

月１８－２２日，老年人体协１２人组成田径队参加第１４届

全国老将田径锦标赛，获得１金、１银、１铜３块奖牌，至此

在历届全国老将田径锦标赛获得的奖牌总数累计达到

１６０枚（金牌４５枚、银牌５３枚、铜牌６２枚），居全国县级市

首位。９月２１日，市健美操队参加南通市第十届运动会

首届全民运动会（社体部）健美操比赛获１金、１银、１铜。

１０月１６日，承办南通市第１６届镇级门球联谊赛，如皋队

获第二名。１１月１４日，如皋老年体协艺术团赴维也纳金

色大厅参加首届七彩夕阳国际中老年艺术节表演，获国际

交流金奖。１１月１７日，“中国长寿城杯”２０１３南通如皋半

程马拉松赛由如皋市政府主办，中国江苏网、市体育局承

办，英国、日本、韩国、芬兰等国，安徽、上海、江西、福建等

省市１１２６名运动员及如皋市近１０００名马拉松爱好者参

与。１２月２３日，市体育总会被省体育总会表彰为２０１３

年度县级先进体育总会。

学校体育　年内，市体育局、教育局密切配合，广泛开

展学校体育竞赛活动。举办中小学生阳光体育运动会，通

过体育节及体艺“２＋１”活动等各种渠道，搭建展示学生体

能平台。组织代表队参加南通市十运会中小学部７项比

赛，获人才输送奖第三名，奖牌、团体总分列第四名。发展

体育特色项目学校，培养一校一品。磨头小学毽球队参加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省体育局主办的全国少

儿毽球大赛，女子花毽队员包揽全国前六名。吴窑镇江中

小学男子手球队参加全国小学生手球锦标赛，获第五名，

并被大赛组委会授予体育道德风尚奖。

【第四届中国如皋自行车环岛公路赛】　６月２日，由国家

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自行车运动协

会、省体育局、如皋市人民政府主办，省自行车运动协会、

市体育局、长江镇人民政府承办，江苏药用植物有限公司

独家冠名的２０１３“长生杯”第四届中国如皋环岛公路自行

车大赛在长江药用植物园举行。全国１７个省市３２０多名

男女选手参加比赛，选手从中国长生药用植物园出发，沿

长青沙环岛东路展开环岛公路赛拚刹。最终男子公路精

英组前三名分别由ＺＧＬ车队的耿黄杰、ｌａｋｅ－Ｂｒｙｔｏｎ乔

杰、崔克中国自行车队的孙磊夺取，男子山地甲组前三名

分别由ＺＧＬ车队的孙佳佳、徐州自行车队的张晨、山猫单

车队的方益权夺取，男子山地乙组前三名分别由苏州单车

俱乐部的吴国洪、无锡云龙车队的项林、徐州自行车队的

杨宏夺取，女子山地组前三名分别由淮安家庆车队的杨

静、逢瑶、金小娇夺取。

【“青蒲”跳绳队勇夺全国锦标赛一金三银】　１１月２－３

日，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湖北省体育局主

办，湖北省宜昌市体育局、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政府承办的

２０１３年全国跳绳锦标赛暨２０１４年世界跳绳锦标赛选拔

赛在湖北宜都举行。湖北、江苏、广东、重庆、河南、辽宁、

贵州、澳门等２７支队伍总计２３４人参赛。此次比赛是全

国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跳绳运动会，前三名选手有资格

参加２０１４年在香港举行的世界跳绳锦标赛。白蒲小学青

蒲跳绳队６名选手获１金３银１铜佳绩。

【“中国长寿城杯”２０１３南通如皋半程马拉松赛】　１１月

１７日上午，由市政府主办，江苏网、市体育局承办“中国长

寿城”杯２０１３南通如皋半程马拉松赛在中国长寿城拉开

序幕。比赛吸引英国、日本、韩国、芬兰等国，安徽、上海、

·５５２·体　　育



江西、福建等省市１１２６名运动员及如皋本市近１０００名马

拉松爱好者参与，其中９２岁老人施秀英年龄最大，跑完５

公里。比赛设置男、女半程马拉松公路跑，男、女１０公里

公路跑，男、女５公里公路跑和机关企事业单位迷你马拉

松公路跑４个项目。安徽的周其祥、江苏镇江的徐英分获

男女半程马拉松公路跑冠军。

【首届“ＭＬＩＬＹ梦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在如皋落幕】　

１２月６日，首届“ＭＬＩＬＹ梦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在如

皋市落幕，１７岁小将芈昱廷获四段冠军，首度问鼎世界大

赛冠军，直接升为九段。中国夺得世界大赛冠军人数以

１３∶１２超越韩国。“ＭＬＩＬＹ梦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

由国际围棋联盟主办，中国围棋协会承办，如皋民企江苏

恒康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斥资千万元独家赞助。是由

中国内地企业创办的第三个世界围棋大赛，也是世界上第

六个世界围棋大赛。

【全省老年人体协工作年会在如皋举行】　１２月２１－２２

日，全省老年人体育骨干培训班暨２０１４年全省老年人体

协工作年会在如皋市举行。省老年人体协主席王湛，省

体育局局长殷宝林、副局长朱维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

议表彰老年体协工作先进和突出贡献奖单位，与会代表

参观搬经镇文体中心、湖刘社区文体中心与健身广场、

滨溪路健身步道、全民健身中心、安定广场、奥体中心，

观看市老年人体协文体展示。如皋市体育局在会上作交

流发言。

２０１３年全市群众体育竞赛（活动）情况一览
　表６４

时　间 赛 事（活 动 ）名 称 主　办　单　位

１月１日 元旦“今世缘典藏杯”乒乓球单打比赛 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市乒乓球协会

１月１４日 “缤纷的冬日”未成年人寒假系列健身活动启动仪式 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

２月１６日 如皋市第二届“ＭＬＩＬＹ梦百合”杯围棋精英公开赛 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市棋类协会

２月２３日 吴窑镇第三届农民文体艺术节 市体育局、吴窑镇人民政府

２月２４日

搬经镇第十八届文化体育艺术节暨全民运动会健身
月活动

市体育局、搬经镇人民政府

“紫园葡萄”杯尚书第三届农民运动会 市体育局、东陈镇人民政府

２月２５日 磨头镇第十届文体艺术节暨第九届全民运动会 市体育局、磨头镇人民政府

２月２５－２８日
２０１３年“红红火火过大年　体育健身大拜年”全民
健身志愿服务活动

市体育局、各镇人民政府

３月１５日 张家港市老年气排球来如交流赛 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

３月２０日 “体育彩票杯”如皋市妇女健身舞大赛 市体育局、市体育妇联、搬经镇人民政府

３月３０日 如皋市第一届“元辰杯”少儿围棋锦标赛 市体育局、市教育局、市文广新局

４月１４日 江苏省老年人体育节“如皋体彩杯”气排球比赛 市体育局

４月２７日 市“庆华杯”乒乓球团体赛 南通锻压设备有限公司、市体育局、市乒协

４月３０日 如皋市春季围棋象棋等级赛 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市棋类协会

５月１日 春季６００公里、１０００公里信鸽比赛 市信鸽协会

５月１０日 全市广场舞大赛 市人民政府、市文广新局、市体育局

５月１８日 首届机关文化艺术节“如皋烟草·同心杯”象棋比赛
市级机关工委、市总工会、市体育局、市烟草专
卖局

５月２６日 如皋市第二届知名企业篮球赛 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市篮球协会

６月２日 “长生杯”第四届中国如皋自行车环岛公路赛
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中国
自行车运动协会、省体育局、如皋市人民政府

６月７－９日 第十四届江苏省夕阳红钓鱼比赛 省钓鱼协会、市体育局

６月１５日 首届机关文化艺术节“体育彩票杯”羽毛球、台球比赛 市级机关工委、市总工会、市体育局

·６５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续表６４１

时　间 赛 事（活 动 ）名 称 主　办　单　位

７月２１日 江苏省传统项目学校篮球赛 省体育局、市体育局

８月４日
庆祝第五个全国“全民健身日”“南通体育日”暨家庭
健身大赛、电子竞技英雄联盟争霸赛 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市老年人体协

８月２０日
南通市第十届运动会暨首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社体
部）体育舞蹈比赛 南通市体育局、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

８月１５－２１日 如皋首届英雄联盟争霸赛 市体育局

８月３０日 南通市首届县（市）级门球比赛 南通市体育局、市体育局

９月１０日 南通市第二届“小康村”乒乓球赛 南通市体育局、市体育局

９月２０日 全国桥牌通讯赛（秋季）如皋赛区 市体育局、市桥牌协会

９月２９日
首届机关文化艺术节“今世缘·国缘杯”乒乓球单打
比赛

市级机关工委、市总工会、市体育局、春晖酒业

１０月１９日 “研拓杯”第二十九届江苏省钓鱼比赛 省钓鱼协会、市体育局、市钓鱼协会

１０月２７日
第十三届江苏省少儿象棋定（升）级赛暨第五届江苏
省业余棋协大师精英赛

省棋类协会、市体育局、市棋类协会

１１月９日 全市村居“三百竞赛工程”“东升石材杯”杯总决赛 市体育局、市委农工办、长江镇（如皋港区）

１１月１７日 中国长寿城杯２０１３南通如皋首届半程马拉松赛 市政府、中国江苏网、市体育局

１１月２３日 第五届“双沟青花瓷———君子杯”乒乓球单打比赛 市体育局、市五环乒乓球俱乐部

１２月８日 “凌云新天地”足球联赛 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

竞竞竞　　　技技技　　　体体体　　　育育育
【概况】　２０１３年，市体育局坚持体教结合，以市少年体育

学校为抓手，以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健身俱乐部为基

础，培养体育后备人才。

年内，市少年体育学校组织少儿运动员参加国家级比

赛１次、省级比赛２次、南通市级比赛９次。５月，市少儿

田径队参加全省县级组田径赛，获金牌７枚、银牌８枚、铜

牌３枚，团体总分名列全省第三。８月，组队参加全国少

年（１４～１５岁）田径锦标赛，铁饼项目获全国第二，铅球项

目获全国第三。

【省青少年体育传统学校篮球比赛在如皋举办】　７月１９

－２２，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主办，市人民政府承办的江苏

省青少年体育传统学校篮球赛在如皋开赛。参赛男子球

队８支、女子球队１０支。市体育局被省体育局授予承办

省级体育竞赛最佳组织奖。

【如皋籍运动员肖霞获东亚运动会４００米栏冠军】　１０月

７日，如皋籍 （九华镇郑甸社区人）运动员肖霞在天津

东亚运动会上以５６秒９７成绩获女子４００米栏比赛

冠军。

２００１年９月，肖霞进入如皋市少年体育学校，师从如

皋本土优秀田径教练洪军。２００７年，进入省田径队。

２０１３年５月３０日，在苏州举行的全国田径锦标赛暨第１２

届全运会田径预选赛女子４００米栏决赛中，以５７秒５４的

成绩夺得冠军。９月１０日，在第１２届全运会女子４００米

栏决赛中，以５６秒２５的成绩夺得冠军。

（仓　平）

·７５２·体　　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