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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正当时 乘风破浪再扬帆
——我省积极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综述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1.88 平方米，全省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

费开放率 93%；2016 年至 2020 年周期内，我省获奥运金牌 1 枚，延

续“奥运会届届见金牌”传统，还实现全国冬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一县一品”雨后春笋一般涌现，2020 年全省体育产业总产出 1200

亿元，为 2015 年的 4.3 倍……

一串串数字，一场场赛事，一次次融合，一张张笑脸，全面展示

江西体育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在国家体育总局大力支持和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秉承“以

人民为中心”的宗旨，以改革的举措、开放的姿态、融合的方式，持

续发挥主导、指导、引导作用，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

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各具特色，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着力凝聚赣鄱儿女昂扬向上的斗志，持续助力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砥砺奋进正当时，乘风破浪再扬帆。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江西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晏驹腾表示，将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进

程中全力践行，“作示范、勇争先”，为书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精彩的江西篇章贡献新时代体育人的智慧和力量。

近年来，省体育局积极贯彻落实全

民健身和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将全民健

身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和

有效载体，加强规划设计，突出政府主导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的作用，使政府

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全民

健身事业发展格局明晰起来。

晨光微露际，晚霞将尽时，无论是在

居民小区的健身器械旁，还是在公园的

休闲广场上，健身休闲的人们享受着运

动带来的快乐。

安福县洋溪镇灯光篮球场获 2019 年

度江西省体育彩票公益金扶持建设，并

于 2020 年 7 月正式开放。这个球场发挥

了全民健身平台的作用，吸引安福县严

田、彭坊、钱山、泰山以及莲花县路口等

多个乡镇的篮球爱好者前往打卡体验。

洋溪镇的灯光球场，是省体育局主

导推动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个

生动缩影。“十三五”期间，我省统筹中央

和省级资金 11.54 亿元，实施省体彩健身

场、省射击运动管理中心整体搬迁等一

批重大工程，支持建设县级全民健身活

动中心 13 个、社区多功能运动场 20 个、

乡镇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122 个、村级农民

体育健身工程 1367 个、社会足球场地 953
块。省本级、设区市和 86%的县（市、区）

建成全民健身活动中心。行政村农民体

育健身工程覆盖率达 87%，城市社区 15
分钟健身圈覆盖率达 90%。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达 1.88 平方米，全省公共体育场

馆免费低收费开放率达 93%。

2016 年至 2020 年，我省新成立省级

体育社会组织 24 个。全省建立各级各类

体育社会组织 2200 余个、体育健身服务

平台 115 个、全民健身站点 1.6 万余个。

年均举办县级以上赛事活动 1700 余场，

参与人数近千万人次。

普及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培

育面向各行业、各类人群的群众体育品

牌赛事。“十四五”期间，通过举办“我要

上全运”“我要上省运”等赛事，城乡居民

对体育活动的参与热情越来越高、获得

感 越 来 越 强 。 医 疗 卫 生 系 统 举 办 全 省

“天使”健身大联赛，金融系统举办全省

金融系统健身联赛，通过几年的培育，基

本实现了自主办赛和自发参赛。

虽然竞技体育不等于体育的全部，

但竞技体育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

激励人们的爱国热情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使命不可替代。

北京时间 2021 年 8 月 7 日，在第 32
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女子双人划艇

500 米决赛中，江西姑娘徐诗晓与国家队

搭档一道齐心协力，以 1分 55秒 495的成

绩摘得桂冠，并创下了新的奥运会纪录，

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本届奥运会的第

37 枚金牌。此举延续了自 2004 年以来

每届奥运会江西都有金牌的光荣传统。

东京奥运会一结束，第十三届全国

运动会大幕拉开。在我国最高水平的综

合性运动会上，江西健儿你争我赶、奋勇

争先，涌现一批勇挑重担、敢于作为的

“00 后”选手，凸显我省传统优势项目逐

渐恢复、运动员年龄结构不断优化、后备

人才梯队建设日臻完善的成果，如游泳

小将程玉洁、万乐天，跆拳道小将周俐

君，链球小将李江燕等。

近年来，省体育局深入研究“小、巧、

水”战略下的战术支撑体系，落实“北冰

南展东扩西进”冰雪运动发展战略，确立

重点项目，探索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相

结合的各种联合培养模式。在第十四届

全国冬运会上，我省运动员倪小童实现

金牌“零”的突破。

在 不 久 前 结 束 的 羽 毛 球 汤 姆 斯 杯

上，2000 年出生的李诗沣敢打敢拼、表现

亮眼，在世界大赛中收获了经验、收获了

未来。

近年来，我省开展省际交流合作并

与社会力量合作，多方共同投入、优势互

补、成果共享，建立“省队联办”“省队市

办”“省队校办”“省队社会办”“二三线队

伍社会办”和职业化发展机制，涌现出一

批优秀运动员和好苗子，初步形成了以

竞技体育为引领、群众体育为基础的“金

字塔”式模式。

2021 年全省体育工作会议提出，要

坚持科技引领，创新训练方法和理念，加

大对医疗、设备等方面的投入，建立符合

江西实际的复合型训练团队。省体育科

学研究所专家指出，2018 年开始，我省各

训练中心已陆续开始与专业机构合作，

围绕高水平运动员开展运动损伤防治、

专项体能强化、高原低氧训练等方面的

合作，取得一定的效果。

“十三五”期间，我省创建国家高水平

后备人才基地 7个、省级后备人才基地 37
个、国家示范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5 家。

坚持“脱钩”不“脱离”，带动省足球协会进

行自身建设，建立了省、市、县三级足球协

会体系。年均举办校园足球比赛 8 万余

场，全省校园足球人口超过180万人。

2015 年以来，我省将体育产业作为

建设健康江西、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按照“主导、指

导、引导”的思路，走“开门办体育、促进

融合发展”的路子，完善产业政策体系。

“十三五”期间，以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名

义印发体育产业指导意见和政策文件 4
份，出台体育项目发展规划 6 个、体育地

方标准 5个。

2015 年以来，省体育局在探索体育

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推

动县市打造“一县一品”特色体育品牌，

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体育需求，培育

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区域对外影响力

和文化竞争力。目前，已有玉山台球、南

康乒乓球、瑞昌羽毛球、定南足球等一批

体育产业项目落地发展。

南昌市、新余市入选首批国家体育

消费试点城市，婺源、庐山西海等大力发

展“体育+旅游”，大余丫山、庐山西海、婺

源珍珠山建设国家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全省创建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 4 个、国家

级体育旅游示范基地 1 个、省级体育产业

基地 27 个。初步形成体育服务业为主

导，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为支撑，体

育教育、体育培训、体育表演等快速发展

的产业结构。

值得一提的是，“十三五”时期体育

彩票累计销售 280 亿元，比“十二五”增加

51 亿元，增长 22%，实现“V”字形反弹，全

国排名从第 21位升至第 13位。

据统计，2018 年，全省体育产业总产

出为 901亿元，体育产业占全省GDP的比

重 达 到 1.3%，比 2015 年 提 高 0.8 个 百 分

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2个百分点，年均

增长率达 51.7%。2020 年，全省体育产业

总产出1200亿元，为2015年的4.3倍。

政府主导 完善体系

老百姓健身越来越便捷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

当前，全省上下正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全力践

行习近平总书记“作示范、勇争先”的殷殷嘱托，赣鄱大地到处

呈现勃发的体育力量。省体育局将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和《体

育强国建设纲要》，精心谋划未来五年我省体育事业发展蓝

图，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出好“组合拳”，为体育强

国和健康江西建设作出积极贡献，推动“十四五”时期江西体

育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大力推动全民健身

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始终把服务人民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大力发展群众体育，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绿茵场上孩子们激情奔跑，操场跑道上他们脚踩滑轮车

疾驰而过……置身于都县长征源红军小学，仿佛来到了热火

朝天的体育场。今年 3 月，于都县通过了《关于推动体育产业

融合发展的决定》，体教融合由部门工作上升为全县意志。省

体育局将继续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努力培养

更多的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坚持以中华体育精神为旗帜，推动体育宣传和体育文化

深入人心。依托江西网球公开赛、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赛、玉

山中式台球世锦赛、玉山斯诺克世界公开赛、全国农耕健身大

赛、南昌马拉松赛、景德镇国际陶瓷工艺健身大赛等赛事平

台，广泛宣传推介江西红色、绿色、古色文化，讲好江西体育故

事，传播江西最美声音，弘扬体育正能量。

坚持以“三驾马车”为动力，推动体育产业健康发展。继

续深化体育与旅游、文化、健康养老、互联网等业态的融合，着

力培育打造一批体育产业基地和“一县一品”特色体育品牌，

推进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健康、规范、高质量发展，促进体育消

费和乡村振兴，助力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江西是一片充满红

色记忆的土地，一代代赣鄱儿女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

因，脚踏实地、奋勇前行。站在新时代欣欣向荣的红土圣地

上，展望未来，一幅全省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画卷正在徐徐

展开。江西体育将始终聚焦“作示范、勇争先”目标定位，坚持

崇尚实干之风，汇聚改革发展之力，以更强的信心、更高的站

位、更新的思路、更实的举措，努力开创“十四五”时期江西体

育事业新局面，推动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推

动江西体育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科学谋划 人民至上

体育事业前景越来越美

立足优势 突出重点

各大赛场成绩单越来越好

“一县一品”融合发展

助推经济发展力量越来越大

江西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开幕式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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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诗晓（左）站上东京奥运会最高领奖台。 新华社 费茂华摄

如今，赣鄱大地处处可见健身美景。王 俊摄

全民健身设施日趋完善，家门口健身越来越多元便捷。陈 权摄

江西运动健儿在各大赛场奋勇拼搏，为国为省争光。杨继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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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字由江西省体育局提供
我省自主国际品牌赛事——环鄱赛影响力越来越大。 杨继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