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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潮涌大河潮涌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龙头带动产业起舞
品牌赛事渐大渐强

今年3月 29日，邓亚萍回到河南，现身
全省体育产业发展会议。作为邓亚萍体育
产业投资基金的创始人，介绍基金在河南
的项目运作情况，邓亚萍表示“想为家乡河
南做点事”。

投身体育产业的邓亚萍，又一次站在
时代的潮头。党的十九大之后，发展体育
产业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

2015年 7月，我省出台了《河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
的实施意见》（豫政〔2015〕44号），力促我
省体育产业快速发展，并提出 2025年体育
产业总规模力争达到 3000 亿元的目标。
河南省体育局局长李俊峰表示，按照国家
和我省体育产业发展要求，河南省体育局
积极推进体育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
大做强传统优势产业，大力发展休闲健身
产业和体育用品制造业。

河南省体育局副局长王炳奇介绍，目前
我省体育产业已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体
育精品项目建设成效显著，体育产业实体经
济发展迅速。尤其是郑州、焦作依托少林、
太极两大武术优势资源，发展出了领跑全国
的武术产业。据介绍，目前登封市有武术馆
校68所，在校学员近12万人，是全球最大的
武术教育培训基地，蕴含着 50亿的产业规
模。而且，伴随着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
河南的“武术影响力”也持续增强，不仅省内
有 45万常年习武的青少年，河南省体育局
还常年组织对外交流活动，目前已经在国外
设立培训机构 46个，与俄罗斯、意大利、法
国、瑞典、比利时、马来西亚、日本等十多个
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友好合作交流协议，每年
来登封、温县习武的海外武术爱好者都超过
2000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
河南省体育局还将以少林武术、太极拳国际
推广为重点，积极探索更多项目、更广领域、
更新方式的国际交流平台，努力为河南“以
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更高质量发展”贡献体育
力量。

与此同时，我省的品牌体育赛事活动也
精品迭出，以郑开国际马拉松比赛、焦作国
际太极拳交流大赛、三山同登等赛事活动为
代表的“六赛两节两活动”，均已成为集赛
事、文化、旅游于一体的“产业明星”，为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目前，我省国家级
体育产业精品项目达到7个，省级体育精品
项目达到51个。

体育用品制造也是体育产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以商丘梁园区等为代表的体育用
品制造基地，吸引了安踏、舒华等重量级企
业入驻，产业集聚效应初露锋芒。

此外，2017年，我省体育彩票销量达到
133.65 亿元，位居全国第五，创历史新高，
全年共筹集公益金 33.8亿元，为服务民生、
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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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冠军含金量高
全运会创历史最佳

很多人都知道射击选手许海峰在
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为中国实
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而在此之
前，打响中国体育重返国际舞台“第一
枪”的，是河南射手苏之渤。1974年的
德黑兰亚运会上，苏之渤在男子自选手
枪慢射比赛中为中国夺得亚运会首金，
为中国体育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冲
出亚洲、走向世界”拉开了序幕。

四十多年过去了，加上刚刚在雅
加达亚运会上的收获，河南运动员斩
获的亚运金牌已经达到了 87枚，真可
谓硕果累累。在世界体育的顶级赛场
——奥运会的大舞台上，河南也堪称
星光熠熠，一共产生过 7位奥运冠军。
他们分别是：邓亚萍，第25届、26届奥
运会乒乓球女单、女双冠军；刘国梁，
第 26 届奥运会乒乓球男单、男双冠
军；陈中，第27届、28届奥运会女子跆
拳道 67公斤以上级冠军；贾占波，第
28 届奥运会男子步枪 3×40 项目冠
军；孙甜甜，第 28届奥运会网球女双
冠军组合成员；李雪英，第 30届奥运
会女子举重 58公斤级冠军；朱婷，第
31 届奥运会女排冠军。数量虽然不
多，但含金量颇高，既有传承中国女排
精神的朱婷，也有中国网球首位奥运
冠军孙甜甜，还有乒坛传奇邓亚萍，几
乎个个都是有国际影响的“重量级冠
军”。

而在最具代表性的国内赛场——
全运会上，河南体育健儿的成绩在改
革开放的四十年里，也是“芝麻开花节
节高”。

1979年的第四届全运会，河南代
表团仅收获 5 金 4 银 3 铜。但到了
2017年的第十三届全运会，河南体育
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河南省体育局
局长李俊峰回忆：“赛前我们对参赛项
目进行系统分析，提出巩固优势，深入
挖潜，力争突破的战略思想。并确定了
一批‘潜在优势项目’（即不具备绝对冠
军实力），对潜优项目进行科学研判、精
准施策，并施行精细化管理。”最终，精
心备战的河南军团在竞技体育项目和
群众体育项目上共获得 25金 18银 20
铜，成为河南代表团出征全运会史上获
取金牌最多的一届。河南省体育局副局
长马宇峰介绍：“这次不仅奖牌丰收，河
南体育健儿还凭借干干净净的比赛以
及良好的道德风尚，以无一例违反赛风
赛纪以及反兴奋剂规定的完美表现，荣
获本届全运会体育道德风尚奖。”

四十年间，河南竞技体育的进步
之大，堪称飞跃。

体育赛事丰富多彩
体育健身成为时尚

1987年，美国《纽约时报》以头版头
条的形式报道了灵宝县第二届农民摩托
车大赛，这项赛事不仅开了我省群众体育
赛事的先河，并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在国
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三十多年过去了，
上世纪80年代的稀罕事，如今早已见怪
不怪，每年众多的群众体育赛事，几乎让
喜爱运动的人们挑花了眼。运动已不再
只是锻炼方式，更是一种追求健康的生活
方式。

河南省体育局副局长杨中军介绍，
近年来，我省在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的基础上，实施一市一品牌、一县一特
色、一乡一亮点、一村一项目的“四个一”
精品工程，开展休闲体育、公园体育、家
庭体育和节假日体育活动。针对不同层
次、不同人群、不同类型的群众需求，坚
持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六赛两节两活动”
（六赛是焦作太极拳国际交流大赛、郑开
国际马拉松赛、万村千乡农民篮球赛、环
中原自行车公开赛、乒动中原乒乓球大
众公开赛、豫冠足球联赛，两节是郑州国
际少林武术节、安阳航空文化旅游节，两
活动是三山同登群众健身登山活动、三
门峡横渡母亲河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
赛事，吸引了更多的群众加入全民健身
的队伍。就拿已举办了10年的“万村千
乡农民篮球赛”来说，该项赛事每年都吸
引了全省30万农民参与活动，有力地推
动了农村体育的健康发展，并促进了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赛事供给的不断增加，带动了河南
健身人群的扩大。据统计，到 2017年，
全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已达到
3200万人，几乎占了总人口数的三分之
一。针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
求，河南省体育局狠抓群众的“六个身
边”工程建设，全省设立县级以上体育社
会组织 4128 个，体育俱乐部 914个，培
训社会体育指导员 25.6万人，其中国家
级 1268人、一级 8188人，占全省总人口
的 2.4‰，高于国家平均比例（1.5‰）。
此外，已于今年 4月陆续展开的河南省
第十三届运动会，社会组赛事增加到了
26个大项、102个小项，共吸引了全省 1
万多群众报名参加。

我省全民健身工作经过综合考评进
入全国先进行列，在今年4月国家体育总
局召开的全国群众体育工作会议上作为
全国6个示范引领单位之一，由省体育局
李俊峰局长代表河南省作了典型发言。

场馆建设助力百城提质
“15分钟健身圈”覆盖中原

2002 年，当投资 4.59 亿元人民币，占
地970亩的河南省体育中心正式建成的那
一刻起，它也取代了老旧的省体育馆，成
为省会郑州新的体育坐标。继省体中心之
后，焦作篮球城、洛阳市体育中心等一大
批体育场馆在全省各地相继建成。目前，
全省各类体育场地总数已达 8.3万个，88%
的省辖市、67%的县（市）建成或在建“两场
三馆”（两场是体育场、室外体育活动广
场，三馆是体育馆、游泳馆、全民健身综合
馆），乡镇体育健身工程实现全覆盖，城市
社区体育设施覆盖率达 70%，行政村体育
设施覆盖率达 93%，较好地解决了群众健
身场地需求。即将于 2018 年年底建成的
郑州奥林匹克中心，将是 2019年举行的第
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主
会场，其总建筑面积为58万平方米，建成后
可容纳近8万人，规模更是全省体育场馆之
最。

另外，针对老旧城区体育设施扩建难
的问题，河南省体育局抓住百城建设提质
工程、精神文明创建等机遇，通过“六个身
边”工程的建设，争取到 2020年，协助各省
辖市和有条件的县市建成“两场三馆”，实
现城市社区 15分钟健身圈的全覆盖，并让
乡镇、行政村的体育设施覆盖率能达到
100%，同时根据各地大型体育场馆免费、
低收费开放情况，每年下拨补助经费 4000
余万元，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在“家门口”健
身的期盼。

尹笑言（右）剑指东京奥运。 新华社发

少林武术节是全世界武术爱好者的节日。

俱乐部里学习跆拳道的少年。竞技体育
全民健身

2018年，中国的改革开

放进入第四十个年头。改革

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体育自

然也不例外。河南省体育局

局长李俊峰对此深有感触：

“四十年改革开放历程，是中

国体育，也是河南体育腾飞的

历程。可以说，河南体育目前

取得的成果，以及实现下一步

体育强省和健康中原的建设

目标，都与改革开放密不可

分。”

四十年栉风沐雨，河南

体育有低谷、有奋斗、有崛起；

四十年波澜壮阔，河南体育人

始终伫立潮头，砥砺前行，用

燃烧的激情，谱写出一曲曲动

人华章——大批运动员在国

际国内赛场摘金夺银、成绩优

异；群众体育蓬勃开展，全民

健身蔚然大观；体育场馆设施

星罗棋布，串起便民利民的

“15分钟健身圈”；体育产业

顺势而起，为地方经济发展和

百姓福祉提供鼎力支持……

让我们条分缕析，细说河南体

育四十年沧桑巨变和新时代

中的新征程。

□本报记者 黄晖 李悦
本报通讯员 李惠 体育产业

场馆建设

郑开马拉松云集海内外跑友。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 邓放 摄）

中原大地全民健身蔚然大观。

奥运冠军朱婷（左）传
承了中国女排精神。本报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