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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全民健身中心对外开放　Ｐ３５２

●如皋市被确定为全省第二批基本实现体育现代化试点单位之一　Ｐ３５３

综综综　　　　　　　　　述述述

【概况】　２０１１年，市体育局以体育现代化为总体

目标，围绕“群众体育影响力全国前列、竞技体育实

力全省前列、体育彩票销售位次苏中前列、体育设

施保障水平南通前列、中心工作付出程度如皋市级

机关前列”等个性化目标展开工作。如皋市被省体

育局确定为苏中首家基本实现体育现代化试点单

位，创建“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江苏省示范

市工作顺利通过由省委宣传部、省农工办等部门组

成的评估组的现场评估。市体育局被表彰为南通

市文明单位。

健身网络　年内，市体育局加强城乡社区基层

体育组织建设，推动城乡社区基层体育活动开展。

如城镇十里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东陈镇体育健身

俱乐部、丁堰镇赵明村体育健身俱乐部、下原镇花

园头村体育健身俱乐部４个村（社区）俱乐部被命

名为第五批南通市市级城乡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雪岸镇健身广场健身点、搬经镇搬东蓝友健身点、

磨头镇飞来磨健身点、东陈镇文体广场健身点、高

明镇文体站健身广场健身点５个镇健身点被命名

为南通市市级晨晚练健身点。

业余训练　年内，市少体校开展选才招生工

作，新注册运动员８６人。全年向省优秀运动队输

送运动员２人，向省体校输送１人，向南通体校输

送运动员３０人。市少体校通过国家高水平人才基

地中期验收。

体育设施　年内，市全民健身中心全面建成并

正式对外开放。全面检查和维护全市镇村体育健

身工程，搬经镇、白蒲镇、雪岸镇新建体育公园。提

升３６个村和６个社区健身档次，全年新建村级儿

童健身工程２５个。５月２８日，市全民健身中心举

行落成典礼。

体育产业　全市现有电脑体育彩票销售机

１６９台，其中年内新增１０台。建立市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统一包装体彩销售站点门面，拓展“１１选

５”新玩法。全年实现体彩销售１．４亿元，完成南通

市下达必成任务的１６９％，获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体育彩票年销量超过亿元县级单位奖。

１０月１５日，全市体彩销售在苏中率先突破亿元大

关，省体育局向市体育局发信祝贺，并在如皋专门

召开庆功大会。

【市全民健身中心对外开放】　５月２８日，市全民

健身中心正式对外开放。健身中心总建筑面积

３．３万平方米，其中，健身用资产９０００平方米，商

业用２４０００平方米。内设综合馆（可开展篮球、羽

毛球、集体舞、群众体育会演、体育健身培训等室内

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众体育活动）、乒乓球馆、台球

馆、健身馆、武术馆、瑜伽馆、体育舞蹈馆、跆拳道

馆、棋牌馆，配套建设淋浴房、营养餐厅。全民健身

中心的建成，对构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提高城市

品位，推进如皋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和实现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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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

【如皋市被确定为全省第二批基本实现体育现代化

试点单位之一】　１１月，省体育局下发《省体育局

关于确定第二批基本实现现代化试点单位的通知》

（苏体办〔２０１１〕７９号），确定如皋市为第二批基本

实现体育现代化试点单位之一。

近年，全市体育事业各项成绩处于全省、全国

的领先水平，全市２０个镇（区、园）先后均被省体育

局首批命名为省体育强镇，并率先在全省实现体育

健身工程村（居）全覆盖。２０１０年，如皋市率先将

儿童娱乐健身工程向村居延伸，至２０１１年底，建成

村级儿童游乐健身场所５５个，实现体育设施向不

同人群覆盖。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占地３０公顷、预计投

资６亿多元的长三角地区功能一流的奥林匹克公

园破土动工。部分镇区现代化文体中心相继开工

建设。２０１１年５月，如皋市全民健身中心对外开

放。老年体育连续１３年参加全国老将田径运动

会，获奖牌总数１５７枚，遥居全国县（市）之首，如皋

市连续四年获全国全民健身活动先进单位称号。

群群群　　　众众众　　　体体体　　　育育育

【概况】　２０１１年，市体育局在全市开展节假日全

民健身活动，推动镇村组织全民运动会，参加群众

达５０万余人次。如城镇、搬经镇、袁桥镇、吴窑镇、

白蒲镇等镇（区）举办镇（区）体育运动会或文体艺

术节。江安镇宁通社区举办第五届农民运动会，东

城镇尚书村、如城镇阚庄村、林梓镇桥口村、雪岸镇

凌云社区、白蒲镇沈桥村、丁堰镇新堰社区分别举

办村级首届全民运动会或文体艺术节。推进市级

月度体育单项竞赛，组队参加国际国内体育大赛，

承办国际、国内体育大赛１０余次，实施社会体育指

导员培训，各学校特色健身项目发展迅猛。

社会体育　１月１～３日，市不断樱棋道俱乐

部组织４名选手参加２０１１年江苏省“小太阳”杯幼

儿棋类比赛，获金牌、铜牌各１枚。１月２５～２７

日，市江枫跆拳道俱乐部组织７名运动员参加在安

徽省桐城市举行的２０１１年第二届世界华人跆拳道

国际邀请赛，获金牌７枚。２月２０～２１日晚，市体

育局、如城镇政府在安定广场联合举办全民健身志

愿服务———２０１１年新春体育健身大联欢活动，全

市１０多个体协、俱乐部参与健身表演。３月２６

日，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在安

定广场举办２０１１年如皋市武术展演大会，２０多个

代表队参加展演。４月３日，市体育总会、老年人

体育协会组织长寿养生队赴台湾参加“妈祖杯”国

际武术大赛，获金牌３枚。４月２３日，市体育局、

市老龄办、如城镇政府、市老年人体协在安定广场

联合举办２０１１年江苏省老年人体育节暨“迎党庆、

颂党恩、跟党走”百万老年人健步走如皋分会场启

动仪式。５月２２日，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管

理中心、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江苏省体育局、如皋

市政府联合举办２０１１年“熔盛重工杯”中国如皋全

国自行车公路赛。５月２８日，市体育局、市篮球协

会邀请到江苏访问的美国海浪职业俱乐部男子篮

球队与浙江稠州银行男子篮球队到如皋中学体育

馆举行对抗赛，经过激烈争夺，美国海浪队以９８∶

８３胜浙江稠州银行队。６月１１～１３日，市老年人

体协组织运动老将６人参加在吉林省举办的第１３

届全国老将田径锦标赛，获金牌１枚、银牌２枚、铜

牌２枚。６月１７～２０日，市通背缠拳代表队运动

员康小亮等在泰州参加第二届国际武术交流大赛，

获金牌３枚。７月５～１７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萨克拉门托市举办的第１９届世界老将田径锦标赛

中，市工商局邹鹏德所在的男子５０岁年龄组４１００

米接力组和４４００米接力组获第六名和第八名。７

月１５日，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在安定广场举办

“七彩的夏日———未成年人暑期系列活动”启动仪

式。８月５～７日，市江枫跆拳道俱乐部１３名选手

参加在浙江杭州举办的第三届世界华人国际跆拳

道邀请赛，获金牌７枚、银牌６枚。８月８日，南通

市委农工办、南通市体育局、如皋市委农工办、如皋

市体育局在市全民健身中心举办南通市农民健身

秧歌大赛，南通县（市、区）九支农民健身秧歌队参

赛。８月１６日，市江枫跆拳道俱乐部７名运动员

参加在浙江宁波市举办的全国大众跆拳道锦标赛

暨第六届世界跆拳道品势锦标赛，获金、银、铜牌各

１枚。１０月２９～３０日，如皋南乡风筝队参加在宜

兴市举办的江苏省风筝公开赛，获金、银牌各１枚，

团体总分名列第六，获体育道德风尚奖。１２月２６

日，如皋残疾人运动员陈山勇等组成中国盲人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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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出征在日本仙台举办的第四届亚洲盲人足球锦

标赛，获金牌。

学校体育　年内，市体育局、教育局拓展学校

体育工作，举办全市中小学生阳光体育运动会等竞

赛活动。务实推进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建设，分别在

九华镇营房小学、经济开发区柴湾小学召开传统项

目学校建设现场推进会和座谈会，制订俱乐部人才

选拔培养政策。袁桥镇何庄小学与南通市儿童业

余体校合作办学，何庄小学被国家体育总局命名为

国家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中国如皋自行车公路赛】　５月２２日，由国家体

育总局自行车击剑管理中心、中国自行车运动协

会、江苏省体育局和如皋市政府主办，江苏省自行

车运动协会、如皋市体育局、如皋市广电传媒集团

承办，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冠名的“熔盛重工杯”

中国如皋全国自行车公路赛在如皋市行政中心广

场开幕。全国１８个省市３００多名运动员（含外籍

运动员７人）参加比赛。比赛从如皋市行政中心广

场出发，沿如港公路到达终点江苏熔盛重工集团，

全程４２公里。此为如皋市第二次成功举办全国自

行车公路赛。

【白蒲镇第４０届全民运动会】　１２月４日，白蒲镇

举办第４０届全民运动会，全镇２３个代表队２５００

多名选手参加比赛。运动会设大型团体操表演、运

丰收果、集体奔小康、定点投篮、骑慢车、跳绳等喜

闻乐见且参与度高的体育项目。

白蒲镇是全国群众体育先进镇，其全民运动会

历史悠久，创办于１９７１年，４０年来从未间断。由

于群众体育工作成绩突出，白蒲原镇党委书记曾受

到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接见。

２０１１年全市群众体育竞赛（活动）情况一览
　表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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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日 “苏浙杯”如皋市集体健身项目比赛 市体育局、如城镇人民政府

２月１６日 首届寒假大学生羽毛球单打排名赛 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

２月２７日 “东方汽车城杯”羽毛球团体赛 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

３月１２日 如皋市幼儿教师健美操大赛 市体育局、市妇联、市教育局

３月２６日 如皋市武术展演大会
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市老年人体协、市
武术协会

５月１日 “三洋汽车杯”乒乓球团体赛 市体育局、市乒乓球协会

５月１～２日 “本草杯”春季围棋、象棋升段、定段、定级赛 市体育局、市棋类协会、市不断樱棋道俱乐部

５月２２日 “熔盛重工杯”中国如皋全国自行车公路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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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体育局、如皋
市人民政府

５月２８日 “篮协杯”中美篮球对抗赛 如皋市体育局、如皋市篮球协会

５月２８日
如皋市“今世缘·典藏杯”体育舞蹈邀请赛暨全国交谊舞
选拔赛

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６月４日
江苏如皋少儿体育舞蹈公开赛暨第二届（ＷＣＤＦ）世界华
人青少年舞蹈锦标赛

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世界华人联合会江
苏理事会

７月１０日 “国缘杯”市级机关副科级领导干部乒乓球单打比赛 市级机关工委、市体育局、市总工会

７月１５日
如皋市“七彩的夏日———未成年人暑期系列活动”暨“我
运动、我健康、我快乐”未成年人阳光体育活动启动仪式“ 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

７月１６～１７日 “御龙湾杯”市级机关掼蛋比赛 市级机关工委、市体育局、市总工会

８月８日 庆祝“全国全民健身日”暨“南通体育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市老年人体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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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５９－１

时　间 赛 事（活 动 ）名 称 主　办　单　位

８月８日 南通市农民健身秧歌大赛 南通市委农工办、如皋市委农工办、市体育局

８月１０日 “大有杯”暑期大学生羽毛球、台球、乒乓球比赛 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

８月１６日
如皋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杯”全民健身大体验志愿服
务我先行活动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体育局

８月２０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杯”集体健身项目比赛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体育局

９月１８日 “体育杯”第八届市老科协趣味运动会 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市体育局

９月２５日 “肯德基杯”全国青少年三人篮球赛（如皋赛区） 市体育局、如皋肯德基公司

１０月１日 “卡斯特（赖茅）杯”乒乓球公开赛 市体育局、市乒乓球协会

１０月１日 春季围棋、象棋升段、定段、定级赛 市体育局、市棋类协会、市不断樱棋道俱乐部

１０月１５日 “金茂国际杯”如皋市第二届掼蛋大赛 市体育局、市文广传媒集团

１１月４～６日 第十二届江苏省“如皋体彩杯”夕阳红钓鱼比赛 江苏省钓鱼协会、如皋市体育局

１１月７～１０日 市级机关第八套广播操比赛
市级机关工委、市体育局、市级机关事务管
理局

１１月３０日 市村居“三百工程”篮球、乒乓球、象棋总决赛 市体育局、搬经镇

１２月３０日 “剑桥家具杯”毽球比赛 市体育局、市毽球协会

竞竞竞　　　技技技　　　体体体　　　育育育

【概况】　２０１１年，市体育局以国家高水平体育后

备人才基地建设为重点，以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为基

础，加强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

４～５月，组织参加南通市少儿篮球、排球、乒

乓球比赛，均获佳绩，其中篮球获男子少年组第一

名和儿童组第二名。５月４～６日，组织少儿参加

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暨县组田径比赛，取得团体总

分全省第三、金牌７枚的战绩，创如皋田径史上新

辉煌。５月，如皋籍运动员薛娟在亚洲田径大奖赛

上勇夺第一名，并入选国家队，备战２０１２年奥运

会。７月，组织参加国家田径单项高水平后备人才

基地比赛，获金牌２枚。

（仓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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