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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市获省县级体育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Ｐ３１８

●如皋市再获全国全民健身活动先进单位称号　Ｐ３１９

综综综　　　　　　　　　述述述

【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体育局以满足群众健身需求

为抓手，以在苏中率先实现体育基本现代化为目

标，坚持高点定位，不断开拓创新，勤于协调服务，

较好地履行部门职责，推动全市体育工作持续进

步。如皋市在全省县级年度体育工作综合考核中

排名苏中第一，获省县级体育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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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开

展。先后成立市毽球协会、长江镇首家镇级风筝协

会以及市皇家体育健身俱乐部、小天使少儿体育舞

蹈俱乐部等非盈利性体育社团８家。向机关拓展

老年体育组织，市老年人体协新增市级机关分会

１８个。乒乓球协会延伸到镇区，农民体协、老年人

体协、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延伸到村居。发展群众

性体育健身队１６支，新建文化广场、沃尔玛广场等

全民健身点３５个。市老年人体协成功创建

ＡＡＡＡ级体育社团，市乒乓球协会完成“三化、五

有”（规范化、社会化、实体化，有健全的社团组织，

有规范的管理制度，有较强的社会活动组织和市场

运作能力，有持续发展的设施和资产，有推进项目

发展的实效）建设任务。雪岸镇雪岸社区健身点、

林梓镇月旦社区健身点、丁堰镇皋南社区健身点、

东陈镇东郊花苑健身点被命名为南通市市级晨晚

练健身点。白蒲镇沈桥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东陈

镇南东陈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长江镇平南社区体

育健身俱乐部、磨头镇塘湾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被

命名为第六批南通市市级城乡社区体育健身俱乐

部。７月，全省基层农民体育组织建设现场会在如

皋召开。９月，南通市基层农民体育组织建设现场

会在如皋召开。１０月，省沿江八市老年体协工作

会议在如皋召开。

业余训练　年内，市少年体育学校开展选才招

生工作，新注册运动员８７人。累计向省体校输送

运动员４人、向南通市体校输送运动员２３人。安

定小学、袁桥镇何庄小学、柴湾镇戴庄小学、实验初

中、常青镇铁草小学、高明镇中心小学、市一中、港

城实验学校小学部、如师附小、江安镇黄岱小学１０

所学校被命名为南通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体育设施　年内，占地２３．３３公顷、计划投资

６亿元的市奥林匹克公园开工建设。按照镇级文

体中心面积不低于５０００平方米、体育公园面积不

低于３．３３公顷标准，推进建设镇级新型文体中心

１０个，规划镇级体育公园８个。按照村级文体活

动室面积不低于２００平方米、健身广场面积不低于

２０００平方米标准，全市健身工程达到新标准的村

（居）１１６个，占年度目标任务的１１６％。全市体育

设施保障水平居南通先进水平。

体育产业　年内，市体育局做好体育产业规

划、指导与服务工作，为体育用品生产企业提供优

质服务。市耀彰体育用品公司成功申报省体育产

业引导资金。全年体育彩票销售１８１２１万元，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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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２９．４５％，高于全市经济发展水平，总量在全

省县级市中由２０１１年的苏中第一晋升为苏北

第一。

【如皋市获省县级体育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１２

月，如皋市体育工作在全省县（市、区）综合考核中，

名列苏中第一，被省体育局表彰为江苏省县级体育

工作先进单位。

年内，如皋市切实加强体育工作，高起点建设

体育设施，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竞技体育持续进步，

体育竞赛日趋活跃，体育产业快速壮大。

群群群　　　众众众　　　体体体　　　育育育

【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体育局组织开展节假日群众

特色体育活动，有针对性地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

镇村举办体育运动会，月度举办全市单项体育竞

赛。持续推进全市村（居）体育“三百竞赛”（１００场

篮球、１００场乒乓球、１００场象棋比赛）工程，不断健

全全民健身组织网络，开展“全民健身月”系列活

动。拓展体育志愿者队伍，大力开展健身技能培

训。承办群众体育竞赛，有计划开展对外体育交

流，精心组队外出参赛。如皋市全民健身活动在全

国具有影响力，市体育局被国家体育总局表彰为

２０１２年全民健身活动先进单位，获省全民健身工

作突出成绩奖、省大学生“村官”社会体育指导员工

作先进单位。

社会体育　１月１日，市体育局、如城镇人民

政府、市体育总会、市老年人体协在安定广场举行

全市全民健身健步行活动，２０００多名体育爱好者

参加。１月３０日～２月１日，市体育局，全市２０个

镇（区），各体育协会、俱乐部在安定广场举行２０１２

年“体育健身大拜年”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分设

３个专场展演。３月３０日，市武术协会体育志愿者

服务队成立，同时成立体育志愿者分队４个，新发

展体育志愿者２０００多人。５月６日，市农民体协

加入南通组队参加省第七届农民运动会，获金奖２

枚、银奖５枚、铜奖８枚，助力南通市队获全省团体

第一名。５月８日，市老年体协健身队在河南省安

阳市举办的全国老年人健身项目创新交流大会上，

健身秧歌表演获优秀表演奖、体育道德风尚奖和最

佳服饰奖。５月１４日、６月２２日、１１月７日，市信

鸽协会分别组织参加春季７００公里全国赛、１６００

公里超远程省赛、秋季９００公里全国赛。５月２１

日，市气排球队参加第六届江苏省全民健身运动会

气排球赛，获二等奖和体育道德风尚奖，成绩居苏

北县市第一。７月１４日，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组织

长寿养生太极队参加在浙江举行的国际传统武术

大赛，获单项金奖５个、团体金奖１个。８月１２

日，市体育局组队参加南通市全民健身新优项目展

演，《健身欢歌》被列为开场展演项目，获优秀表演

奖。９月６日，市门球协会组队参加第４０届全省

县级市门球赛。１０月１２日，市体育局、市篮球协

会邀请造访江苏的塞尔维亚共和国ＯＫＫ职业俱

乐部男子篮球队与江苏南钢队，在市外国语学校体

育馆举行对抗赛，最终塞尔维亚共和国ＯＫＫ职业

俱乐部篮球队以８２∶７１胜江苏南钢队，此为如皋

市第十一次成功举办涉外高水平篮球赛。１１月２０

日，市老年人体协、体育总会组队参加南通市第五

届健美操比赛，获特等奖、一等奖奖牌各１枚。１２月９

日，市武术协会组织４９名选手参加第七届苏通武术

精英赛，夺金牌２０枚、银牌１８枚、铜牌２９枚。

学校体育　年内，市体育局、教育局加强合作，

广泛开展学生体育竞赛活动。举办各级各类学校

的广播操、少儿乒乓球、少儿篮球比赛和中小学生

阳光体育运动会。全市一批体育特色学校脱颖而

出，白蒲小学花样跳绳和轮滑项目、磨头小学踢毽

子项目、常青镇铁草小学排球项目、高明镇高明学

校校园足球项目亮点纷呈，林梓镇奚斜小学学生抖

空竹被中央电视台报道，何庄小学龙腾乒乓球俱乐

部被国家体育总局命名为国家级青少年健身俱

乐部。

学校体育传统项目铁草小学排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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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如皋自行车环岛公路赛】　５月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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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镇 （如皋港区）人民政府、市体育

局、市文广传媒集团承办，江苏长生集团独家冠

名，省自行车运动协会等单位协办的２０１２“长生

杯”中国如皋自行车环岛公路大赛在江苏长生集

团长江药用植物园举行。公路赛总里程３６公里，

近３００名中外选手沿长青沙环岛公路展开角逐，

中国ＴＲＥＫ车队乔杰、徐华分夺男子业余甲组和

女子业余乙组冠军，河南省商水县李改堂夺得男

子业余乙组冠军。

【如皋市再获全国全民健身活动先进单位称号】　

１２月，国家体育总局下发《关于表彰２０１２年全民

健身活动优秀组织奖和先进单位的决定》，如皋市

再次被表彰为全民健身活动先进单位。此为如皋

近年来第５次受到国家体育总局表彰。

市体育局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在苏中率先

实现体育基本现代化为抓手，以贯彻落实《全民健

身条例》为契机，通过创新形式，加大宣传力度，普

及推广第九套广播体操，富有特色地开展节假日体

育竞赛及举办贴近生活、丰富多彩、方便参与的体

育健身活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参与的健身意

识，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全市形成崇尚健身

的良好环境和氛围。

【大学生“村官”成为社会体育指导员】　年内，市体

育局组织全市大学生“村官”集中培训，组织大学生

“村官”开展健身技能交流，举办大学生“村官”体育

比赛，使全市３０８名大学生“村官”掌握健身技能，

成为社会体育指导员。此举，既解决了村级基层组

织缺少体育骨干力量开展健身指导服务的问题，推

动村级运动会、晨晚舞和其他健身活动开展，又密

切了大学生“村官”与所在村（社区）群众的关系，为

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及和谐社会作出贡献。市

体育局被省委组织部和省体育局联合表彰为大学

生“村官”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先进单位。

社会体育指导员大学生“村官”瑜珈培训班

２０１２年全市群众体育竞赛（活动）情况一览
　表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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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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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日 ２０１２年第一届“定慧杯”围棋精英赛 市体育局、市棋类协会

２月７日 磨头镇第八届全民运动会 市体育局、磨头镇人民政府

２月１８日 “体彩杯”大学生寒假乒乓球、羽毛球、台球比赛 市体育总会

３月１１日 如皋市第二届“体彩杯”幼儿教师健美操比赛 市体育局、市体育妇联、市教育局

３月２４日 下原镇白李社区首届全民运动会暨文化艺术节 市体育局、下原镇人民政府

４月１５日 市“大有杯”乒乓球交流赛 市体育局、大有俱乐部

４月７～８日 市“庆华杯”乒乓球邀请赛 南通锻压设备有限公司、市体育局、市乒协

５月１日 春季６００公里、１０００公里信鸽比赛 市信鸽协会

５月１日 南通春季围棋升段赛 南通市围棋协会、市体育局、市棋类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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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６１－１

时　间 赛 事（活 动 ）名 称 主　办　单　位

５月１日 人社保障系统首届趣味运动会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体育局

５月１６日 九华镇首届全民运动会 市体育局、九华镇人民政府

５月２５日 如皋市伤残人男女乒乓球单打比赛 市伤残人体育协会

５月１９日 高明镇第二届全民运动会暨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 高明镇人民政府

５月２７日 “长生杯”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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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体育局、如皋市人民
政府

５月２８～３０日 市级机关第九套广播体操比赛 市级机关工委

６月１０～１３日 “劲酒”杯２０１２如皋市首届知名企业男子篮球锦标赛 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

６月１６日 镇级广场集体舞比赛 市体育局

６月１６～１７日 第１３届江苏省“如皋邮储银行杯”夕阳红钓鱼比赛 江苏省钓鱼协会、市体育局

６月２２日 全国桥牌通讯赛如皋赛区赛 市桥牌协会

７月２１日 市镇机关乒乓球单打比赛 市级机关工委、市体育局、市总工会、市教育局

８月６日
庆祝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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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月６日
如皋市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常青镇第二届全民运
动会

市体育局、常青镇人民政府

８月１１日 南通市农民健身秧歌大赛
南通市体育局、南通市农协、市委农工办、市体
育局、

８月１８～１９日
２０１２年国际跆拳道师范联合会大奖赛暨国家跆拳道
示范团选拔赛

国际跆拳道师范联合会、国家跆拳道示范团、
市体育局

８月２１日
如皋市七彩夏日“双沟青花瓷”杯小学生乒乓球单打
比赛

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市乒乓球协会

８月２１日 “双钱杯”游泳比赛 市游泳协会

８月２３日 村（居）干部篮球、乒乓球、象棋赛 市体育局、市委农工办、吴窑镇人民政府、

８月２５日 市级机关“同心杯”象棋团体赛 市体育局、市棋类协会

８月２５日 返如大学生暑假乒乓球、羽毛球比赛 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

９月７日 第二届“人社杯”退休人员乒乓球赛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体育局

９月１２日 “东鹏陶瓷杯”国际篮球争霸赛
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市篮球协会、广东东鹏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９月１８日 “体彩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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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日 市老科协“财税审杯”第九届趣味运动会 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

９月２３日 如城镇第九套广播体操大赛 市体育局、如城镇政府

１０月２１日 秋季信鸽５００公里争霸赛、６００公里特比环决赛 市信鸽协会

９月２８日 老科协“石庄杯”第二届（镇区）趣味运动会 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

９月２８日 ２０１２“马塘社区”杯全市村居象棋总决赛 市体育局、桃园镇政府

１０月１～２日 ２０１２“本草健康杯”秋季围棋升段赛 市体育局、市棋类协会

１０月５～６日
第十一届省少年儿童象棋定（升）级暨第三届省业余棋
协大师精英赛

省棋类运动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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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６１－２

时　间 赛 事（活 动 ）名 称 主　办　单　位

１０月６～７日 首届“东方杯”台球大奖赛 市体育局、东方台球会馆

１０月１２日 全市村居“三百竞赛工程”“苏果杯”乒乓球总决赛 市体育局、高明镇政府

１０月１４日 “肯德基杯”全国青少年三人篮球赛（如皋赛区） 市体育局、篮球协会

１０月２０日 白蒲镇沈桥村第九届文体艺术节 市体育局、白蒲镇政府

１１月３日 “体彩杯”市级机关第九届运动会
市级机关工委、市总工会、市体育局、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

１１月３日 全市村居“三百竞赛工程”“北郊花苑”杯篮球总决赛
市体育局、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经济开发区
（柴湾镇）

１１月１１日 如城镇第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如城镇政府、市体育局

１１月１８日 长江镇第十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长江镇政府、市体育局

１１月２４日 “益昌杯”如皋市第三届棋牌大赛 市体育局、市文广传媒集团

１２月２９日 “强盛杯”第二届毽球比赛。 市体育局、市毽球协会

竞竞竞　　　技技技　　　体体体　　　育育育

【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体育局以市少体校为平台，以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健身俱乐部为基础，形成

新型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网络。

年内，市体育局组织市少儿代表队参加南通

市少儿田径、篮球、排球、乒乓球、摔跤、击剑

等项目比赛，夺冠军３０人次，在南通市少儿摔跤

比赛中夺金牌６枚，创此次比赛金牌数第一、获

奖数第一、总分数第一、参赛人数第一纪录。５

月，组织少儿参加江苏省县组田径赛，夺金牌２

枚、银牌３枚、铜牌３枚，团体总分保持全省前

１０名。组队参加江苏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６个

项目均进入全省前６名。７月２５～２８日，组队参

加２０１２年全国少年 （１４～１５岁）田径锦标赛，

如皋健儿文化测试、身体素质综合测试均居全国

先进行列，取得男子标枪第一名、男子铅球第四

名、女子铅球第六名、女子铁饼第六名和女子标

枪第八名的好成绩。

【如皋市承办江苏省青少年篮球锦标赛】　８月６～

１２日，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主办，如皋市人民政

府承办的２０１２江苏省青少年篮球锦标赛（丙组），

在市全民健身中心综合馆和市外国语学校体育馆

举行。如皋市被省体育局表彰为省级以上体育竞

赛优秀赛区。

（仓　平）

·１２３·体　　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