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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体育”渐入佳境
——“十三五”时期我盟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许文军

冬去春来，天气转暖，孩子们开始走

进公园篮球场中挥洒汗水，村民们也在村

部小广场上锻炼起身体，运动员们更是在

体育馆内加紧训练、备战比赛……这样一

幅幅全民参与健身、追求健康生活的新画

面，正在我盟的各个角落悄然发生，同时

也见证了我盟体育事业在“十三五”时期

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十三五”以来，我盟坚持把全民健

身事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组

成部分，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努

力推进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并

通过健全群众健身组织、建设群众健身设

施、开展群众健身活动、支持群众健身赛

事、提供群众健身指导、弘扬群众健身文

化等方式，不断强基础、补短板、惠民生，

全盟体育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大改善，全民

健身活动丰富多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

心，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群众受益的地域

特色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全民，群众体育日益完善
2020 年 12 月 19 日，2020 乌兰毛都

草原冬季那达慕在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苏

木民族传统体育综合训练基地隆重举行，

来自全盟各旗县市和周边地区的广大农

牧民共计 1000 余人参加此次活动。伴随

着悠扬的马头琴声，蒙古族那达慕“男儿

三艺”等传统体育赛事逐个进行，虽然天

气寒冷，现场气氛却热烈欢腾，牧民群众

热情高涨，这也正是我盟群众体育全民参

与的缩影。“十三五”时期，我盟广泛开展

那达慕大会、农牧民运动会、健身操展演、

广场舞大赛、社区运动会等全民健身主题

系列活动。目前，我盟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人数比例 41.8%，《国民体质测定标准》总

体合格达标率 85.7%，定期举办县级以上

全民健身运动会 16 次。

在体育健身设施上，我盟旗县健身

中心覆盖率已达 100%，苏木乡镇小型全

民健身活动中心完成 87.5%，盟旗县市配

套实现健身设施全覆盖，其中完善“111”

标准（即建有 1 个体育场、1 个体育馆和

1 个标准足球场）的旗县 4 个、完成设施

“1121”标准（即建有 1 个篮球场或笼式

足球场、1 个门球场、2 个乒乓球台和 1 套

健身路径）的苏木乡镇 56 个、完成设施

“121”标准（即建有 1 个篮球场、2 个乒乓

球台和 1 套健身路径）的嘎查村 753 个。

同时，也实现了全民健身事业“三纳入”，

成立各级全民健身委员会，全盟社会体育

指导员达 4000 人以上，体育协会增加到

78 个，体育俱乐部增加到 11 个；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达 2.4 平方米、足球场地数量

252 个、15 分钟健身圈城市社区 95 个。

全面，竞技体育更加夺目
“十三五”时期，我盟建成国家级体

育传统项目学校 1 所，自治区级体育传统

项目学校 8 所；建立国家级盟体校中长跑

奥林匹克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 1 个、自治

区级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5 个、自治区

级别青少年训练基地 1 个；国家级俱乐部

7 所，自治区级 3 所，自治区级青少年足

球俱乐部 3 所。同时，全盟运动员、教练

员队伍建设不断加强，足球运动得到了进

一步普及和发展，并举办承办了“体彩杯”

兴安盟第三届足球联赛、兴安盟足球暑期

夏令营、第三届内蒙古阿尔山青少年雪地

足球邀请赛和中国足球协会 D 级兴安盟

教练员培训班等赛事活动。

此外，我盟还连续承办了中国·内蒙

古国际马术节暨“一带一路”国际速度马

大赛、内蒙古自治区雪地足球赛和中国阿

尔山体育产业高峰论坛等一系列马上、冰

上、雪上赛事和活动，并与国家体育总局

冬管中心联合举办“中国阿尔山冰雪论

坛”，大力发展冰雪运动项目和民族体育

运动项目。在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四届运

动会上，我盟获得金牌 33 枚、银牌 22 枚、

铜牌 17 枚，奖牌数共 72 块、全区排名第

9 名。目前，我盟教练员人数共 90 人、培

养运动员 1008 人、青少年体育人才基地

8 个。

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

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开启之时，我盟体育事业也在持续深化改

革创新，不断开创着体育事业发展新局

面。

促进体育产业健康发展  提升广大群众健康水平

2021年我盟全方位推进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许文军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在各方面都

强起来。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进一步明确了到 2035

年，我国将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

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回眸“十三五”，我盟

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展望“十四五”，实现体育

强国“近在咫尺”。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奋进新时代、迈上新征

程。在新的发展阶段中，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将对体育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体育强

国建设也面临着更多的任务和挑战，我盟体

育部门将科学研判“十四五”时期体育发展面

临的新形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深化改革创新，全面推进群众体育、

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等各方面发展，

深入实施全民健身战略，提升体育公共服务水

平，促进体育事业长足发展，提高人民身体素

质和健康水平，不断开创我盟体育事业发展新

局面，为建设体育强国注入“兴安力量”。

为建设体育强国
注入“兴安力量”

本报讯（许文军）2021年，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十四五”

开局之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

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近日，

记者从盟文化旅游体育局获悉，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盟将通过加

强政策引导、完善体育健身设施、开

展各类体育赛事等方式，让全盟的

体育事业发生更多可喜变化，从而

促进体育产业健康发展，提升广大

群众健康水平。

2021 年，我盟的体育设施将更

完善，各旗县市将实施“112”工程、

苏木乡镇实施“1121”工程、行政村

实施“121”工程，并升级乌兰浩特中

心公园智能健身设施，加快两河体育

智能设施建设，实现社区、乡镇苏木、

嘎查村全民健身设施全覆盖。同时

将绿道、自行车道等健身设施与景区

景点、户外营地相互融合，推动体育

与旅游融合发展；体育赛事将更丰

富，我盟将组织参加全区第十届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自治区青少年

年度锦标赛、“欢乐草原·健康内蒙

古”等系列活动。还将精心举办全

盟第三十六届公路越野赛、乒乓球比

赛、广场舞比赛、“薪火相传”红色体

育旅游全民健身行等活动，提高群众

参与赛事热情，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

健康融合发展。科右中旗、突泉县将

组织承办好全区青少年中国式摔跤、

竞走、短道速滑锦标赛。

此外，我盟还将加快冰雪、马术

等优势项目产业化发展步伐，落实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要求，广

泛开展滑冰、滑雪、雪地足球、冰球

速滑等冰雪运动，与冰雪乐园、雪地

游览、冬季那达慕等旅游项目融合

发展，做大冰雪产业，做强冰雪旅

游；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马拉松、健步

走、登山、骑行等各类体育赛事和群

众性体育活动，培育具有兴安盟优

势的品牌赛事，推动体育社会组织

健康发展；以“冰雪进校园”为切入

点，体育和教育部门开展合作，在运

动员培养、成立青少年俱乐部、校园

体育赛事、体育教师培养等方面相

互配合，促进青少年体育健康事业

融合发展。今年，我盟还将致力打

造兴安盟“体彩杯”、阿尔山雪地足

球等特色足球赛事，并加快青训体

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步伐，培养一批

年轻且具有发展潜力的专业人才队

伍，完善赛制规则，提高办赛水平，

努力探索足球市场化运行模式，加

快推进足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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