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省深入贯彻落实体育强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接力推进体育
强省建设，加快建设体育河南。体育的健身健康、竞技出彩、推动开放、产业发展、文明建
设等综合功能充分发挥，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日益完善，体育健儿捷报频传，体育产业
蓬勃发展，体育文化交流影响更加广泛……河南体育正以澎湃动力、拼搏韧劲，助力谱写
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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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
融合发展显“朝阳风采”

2021年 11月，中国体育文化博览会、中国体
育旅游博览会上，河南伏羲山体育旅游景区等6个
项目榜上有名。自 2013年起，河南已 105次入围

“两博会”年度十佳精品。
体育产业作为朝阳产业，河南把握住了历史

机遇。2015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发
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2021年，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全民健身
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提出到 2035年体育产业成为河南省国民经
济支柱性产业。

“从产业维度来看，体育需求的巨大增长，必
将带来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体育产业尤其是体
育服务业碳排放少，是优质的、直接服务于人的健
康和精神文化需求的绿色产业，丰富发展体育业
态，做大体育产业，做强体育经济，是对现代化河
南建设中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力促进。”万旭说。

随着赛事活动、装备器材、教育培训、旅游休
闲等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速，河南体育产业正向多
方向“扩容”，做起体育产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相结合的大文章。“三山同登”、“崖上太行”徒步越
野、环中原自行车赛，安阳市林虑山国际滑翔基
地、鸡公山国家级登山健身步道、伏牛山滑雪度假
乐园等赛事活动和健身场所、设施聚拢着人气、拉
动着消费。

利用“豫东门户”区位凝聚效能，商丘梁园区
建起了多家重量级企业入驻的体育用品制造基
地，睢县发展成为除福建晋江之外全国最大的休
闲运动鞋生产基地。同时，洛阳的富隆特体育用
品有限公司、焦作市三利达射箭器材股份有限公
司等已经成为国际众多知名体育品牌的供应商。

今年是中国体育彩票“落地”河南 27年，截至
6月底，河南已累计销售1472亿元，筹集公益金达
389亿元，提供就业岗位3万多个。

十年间，河南省实现了从国家体育产业示范
基地、示范单位、示范项目“0”到“7”的跨越，并成
功创建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2个。

百花齐放的河南体育产业，2020 年总产出
1285.81 亿元，连续三年突破千亿元大关，在新时
代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发展的时代大潮中，成为一
抹绚丽的亮色。

体育文化：
推动开放展现中原魅力

“通过比赛，全世界都看到了河南的变化，郑
州的变化。”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在参加河
南郑州举行的 2019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
时表示。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体育对河南开放发
展的贡献，这句话无疑颇具代表性。

郑州上一次举办全国综合性体育赛事，还是
1985年的全国青少年运动会。30多年过去，郑州
已成为现代化大都市和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就必须引进更多全国综合性赛事和国
际重大赛事，扩大对外交流和提升国际化程度。

2019年 9月，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在郑州举行；同年 9月，WTA郑州公开
赛将半数当时世界女子网坛排名前十的选手吸引
到了郑州。2020年，国际乒联总决赛再度花落郑
州，这是我国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后首场允许观
众现场观赛的国际性体育赛事。

高水平赛事和明星运动员带来的是 140多个
国家或地区的转播、近百家媒体数百名中外记者
的关注，精彩的赛事报道和各种推广交流，犹如一
场场文化及建设成就“推介会”，吸引着全世界的
目光。

体育的魅力同样绽放在乡村。2012年 9月，
在河南南阳举行的第七届全国农民运动会，把迈
向新时代的“乡土河南”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各种赛事提升着河南的知名度、美誉度，推
动河南开放发展的同时，河南体育文化尤其是武
术文化的“存在感”也日益凸显。太极拳与少林拳
作为河南名片，频繁出现在外交部河南推介会、世
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等，成为魅力河南的重要元
素。在世界各地常年活跃着众多来自河南的武术
表演团体，而全世界的太极拳习练者，更是达到 3
亿之众。

2014年亚信峰会文艺晚会上，由河南“太极王
子”马建超担纲主演的《书韵画意》，获得了广泛赞
誉。

2020年 12月，太极拳申遗成功；《河南省武术
志》出版，填补了中国省级层面武术类志书空白。

2020年洛阳市建成河南首家体育类专题博物
馆；2022年安阳建成河南省唯一的航空科普馆；河
南博物馆群的中国功夫馆正在建设中。

2022年，多项重点工作加快实施，投资约 36
亿元的省体育综合训练中心暨全民健身中心建设
积极推进，河南体育公共服务数字体系正在构建，
河南体育集约化、智慧化水平不断提升。

面对新的历史任务，河南体育初心如磐、使命
在肩，努力发挥体育综合功能、加快建设体育河
南，为确保高质量建设现代化河南、高水平实现现
代化河南作出新的贡献。

建体育河南建体育河南 助出彩中原助出彩中原
□韦军伟 宋杰 崔宇

全民健身：
推动健康中原“动起来”

党的十八大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
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健身健康成
为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基础需求，也充分体
现出全民健身需求多样化、科学化、信息化、融合
化、生活化、社交化的特点和趋势。

2013 年，河南省委、省政府准确把握时代脉
搏 ，印 发《河 南 省 建 设 体 育 强 省 规 划 纲 要
（2013—2020年）》，连续制定《河南省全民健身实
施计划》《关于加强老年人体育工作的意见》，从健
身场馆设施建设、赛事活动、体育社会组织等全民
健身供给侧持续发力。

中原大地全民健身掀起热潮。河南郑州的紫
荆山公园，每天晚上 8时开始，上千人伴着激昂的
音乐健步走，成为夜幕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河南
省全民广场舞大赛，三届赛事参赛队伍达到 380
支、参赛选手近 2万人次，聚集超高人气；攀岩、户
外、骑行、游泳、冰雪等项目群众个性化需求呈现

“井喷”势头。
在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进程

中，体育设施“融入”城市规划建设。这标志着体
育工作进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洛阳、焦作、许昌等地充分利用城区“金边银
角”及周边河流、湖泊建起了体育公园、健身长廊
等，深受群众欢迎。健身者的感受是最直接体
现。“‘许昌暴走’群已经成立10多年了。一开始我
们在马路上走，很不安全。近年来，许昌市利用河
堤建设的健身场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环境宜人
的活动场所。”该团队组织者程根胜说。

与此同时，赛事活动引领带动作用更加明
显。以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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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
节、“三山同登”群众健身登山活动、三门峡横渡母
亲河活动为主体的“六赛两节两活动”引领河南省
各级各类体育赛事活动的开展；一市一品牌、一县
一特色、一乡一亮点、一村一项目精品工程带动群
众关注健康、参与健身，全省县级以上赛事活动每
年最高达 5000余场次。广泛开展老年人体育健
身活动，持续打造“公仆杯”乒乓球赛、老年文体优
秀节目展演、老年广场舞大赛、老年太极拳推广展
示大联动等品牌赛事，老年人体育经验在全国推
广。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群众体
育活动带来极大影响，河南省体育局迅速组织体
育明星以及社会体育指导员围绕广场舞、太极拳、
八段锦、毽球等适合居家健身的运动项目录制教
学视频，开展各种形式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百余
次，每年有1500余万人参与。

健身场馆设施多了，群众身边的健身指导也
应势而增。目前，河南省共有各类体育社会组织
7396个，体育俱乐部 2086个，全省老年体育组织
覆盖率县级以上达 100%。29.2 万名社会体育指
导员常年活跃在全省近4.5万个健身站点，为群众
带来科学健身理念和方法。

《河南省建设体育强省规划纲要（2013—2020
年）》目标任务基本达成。

2021年 10月，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次代
表大会提出“发展体育事业、体育产业，广泛开展
全民健身运动，建设体育河南”的目标。

2021年 12月，河南省政府发布《关于加快建
设体育强省的实施意见》，明确到 2025年，力争迈
入体育强省行列；到 2035年，全面建成现代化体
育强省。

数据显示，河南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由 2013年
年底的0.95平方米，升至2021年年底的 2.35平方
米。目前，河南省17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城区，
全部建成或在建“两场三馆”，所有乡镇和行政村
体育健身设施覆盖率达到 100%，城市社区建成

“15分钟健身圈”。河南省城乡居民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数达到3505.4万人，人口占比36.5%。

2022年 7月，河南省政府出台《加快建设体育
河南实施方案》，河南体育发展步入新阶段。

河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万旭表示：“建
设体育河南是全局性目标，是着眼现代
化河南建设、
着眼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向
往的全局性、
战略性部署。
加快推进体育
强省建设，是
促进河南省体
育全面高质量
发展的需要，也是更好
地发挥体育在促进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的独特作用、高质量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河
南的需要。”

河南正在以更便利
的场地、更科学的指导、
更丰富的赛事，推动越
来越多的群众参与体育
锻炼、提升健康水平。

体育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重
要体现，“增光添彩”也因此成为体育重要的
综合功能和价值之一。

东京奥运会，河南运动员吕扬、鲍珊菊、
尹笑言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增添两金一银，创
造了河南省运动员参加近四届奥运会最好
成绩。

十年回首，“出彩”早已成为河南竞技体
育的常态。

在 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 2019年女排
世界杯上，河南姑娘朱婷作为女排队长，为
中国女排重登奥运之巅、世界杯成功卫冕立
下汗马功劳，树立起“出彩河南人”的形象。

2022年，中国女足夺得亚洲杯冠军，队
长王珊珊、球员娄佳惠在“铿锵玫瑰”的阵容
中展示了“河南金花”风采。

河南还有力举千钧的奥运冠军李雪英、
有劈波斩浪的世界冠军宁泽涛、有一骑绝尘
的全国冠军谢智宇……

统计显示，十年来，河南运动员共获得
4枚奥运会金牌、21枚亚运会金牌、48.5枚
竞技体育全运会金牌。

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河南顺应国家备
战战略，立足武术、杂技等人才优势，走出一
条独具特色的跨界跨项跨季选才之路。
2022年 2月，5名河南体育健儿历史性地站
上了冬奥赛场。

拼搏出彩的河南体育健儿成为中原大

地的励志榜样。曾经在东京夏季奥运会、残
奥会上取得佳绩的吕扬、鲍珊菊、尹笑言、王
金刚于 2022 年 4 月被授予“出彩河南人”
2021感动中原年度集体奖。

赛场上出彩，赛场外同样出彩。2020
年 7月 22日，河南退役运动员马成龙凭借
教科书般的专业技术，在黄河上演“27秒桨
板救人”打动无数国人。

出色的战绩，既源于辛勤付出和顽强拼
搏，也得益于坚持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互补
融合，得益于项目结构“谋篇布局”中衔接国
家战略，对优势项目和潜优项目的大力投
入，政策机制的引导，科学技术的助力，还得
益于成熟的青少年后备力量培养体系及梯
队建设的坚实基础。

随着“双减”政策实施，2022年 5月，河
南省体育局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
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河南
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和管理指
南（试行）》，体教融合步入“快车道”。

时代潮头之上，河南体育从未放慢改
革创新的脚步。从 20 多年前成立建业俱
乐部，体育部门与社会力量“联合办体育”
开始，到“省队院办”“省队市办”“开门办
赛”探索从未停歇，体育社会组织改革积极
推进，创新举措佳话频传；省直事业单位重
塑性改革基本完成，河南体育重塑矩阵再
出发。

竞技体育：大写“出彩河南人”

河南体育的非凡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