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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
一键订阅

引进大赛
助力“赛事之都”建设

9月，2019年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简称
MXGP）中国站将在奉贤海湾举行。继 F1 中国
大奖赛之后，上海又添一项汽摩领域的国际顶
级赛事，同时填补了上海南部地区国际顶尖赛
事的空白。奉贤体育通过了引进国际大赛提升
能级和知名度，助力上海建设“国际体育赛事
之都”。

上海正在加快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建设，目
前已拥有包括 F1大奖赛、网球大师赛、斯诺克
大师赛等国际顶尖赛事。MXGP作为全球级别
最高、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摩托车越野比赛，

迄今已有百年历史， 赛事极具观赏性与挑战
性， 与 F1、WRC、MOTOGP并称为世界上顶尖
的四大经典机车赛事，也是国内举办的最高级
别 A类国际性体育赛事。MXGP每年全球举办
20站比赛，遍布欧洲、南美洲、北美洲、亚洲的
17个国家和地区，有约 180个国家和地区媒体
对每站比赛进行电视直播、 转播报道和宣传，

全世界受众面高达 10亿人次。 今年也是该项
赛事首次来到中国上海。

当前奉贤区海湾镇正在打造国家级的运
动休闲小镇， 将 MXGP 这一世界顶级赛事落
户海湾区域， 将进一步丰富运动休闲小镇的
内容、突出特色、与国际接轨。赛事的举办，还
将极大地提升奉贤旅游的品质， 增加奉贤旅
游的内涵，拉动奉贤经济的收益。奉贤区将在
引进和举办 MXGP 中国站后， 将汽车、 摩托
车、自行车等越野运动作为今后“一区一品”

品牌特色赛事精心打造。围绕 MXGP，进一步
引进越野摩托车的洲际赛、全国赛，引入汽车
越野、自行车越野等赛事，通过具有引领消费
特征的时尚运动项目， 吸引更多观众完成从
观赛到观光，从观摩到体验，从参与到融合的
转变。

将该赛事引入中国的和汇公司，是一家跨
国、跨行业、多元化经营的全球性企业，早在十
年前， 就开始坚持赞助国际顶尖俱乐部的多位
车手，不少车手在 MXGP中有卓越表现和斐然
成绩， 如旗下赞助车手获得 2016年 MXGP全
球总冠军。基于多年来与 MXGP赛事成功合作
的经验，去年，和汇公司在国际摩联 FIM 和中
国汽摩联的支持下 ， 与 MXGP 赛事官方
youthstream签订合约， 一举拿下了自 2019年
起 6年的中国（上海）站赛事承办权。

一家民营企业承办国际顶级大赛，这在上
海乃至中国都是件稀罕事。政府、社会和市场
三轮驱动是上海成功举办一系列国际、国内大
赛的成熟做法。奉贤在承办 MXGP中国站的过
程中，借鉴这一成功经验，政府在政策指导、部
门协调、购买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并且扶持
企业走好市场这条路。

全民健身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国际大赛是“助燃器”、“驱动杆”，将进一
步推动奉贤当地群众特别是年轻人投身全民
健身活动。近年来，奉贤区全民健身工作以“全
民健身国家战略”为引领，以“体育惠民、服务
民生”为理念，合理布局体育设施，进一步加强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群众体育“六边
工程”，打造“15分钟健身圈”，助力“奉贤美、奉
贤强”的战略目标。

近年来，奉贤区不断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
系，增加了很多老百姓身边的健身场地，全面
带动了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提升了老百姓的

健身意识。截至 2018年底，奉贤区共建成区级
体育中心 1 个、健身苑点 592 个、社区公共运
动场 23片、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194处、健身房
19个，健身步道 71条，百姓游泳池 3个、市民
球场 5片、市民棋苑 19个、区级体质监测中心
1个和镇级市民体质监测中心 12个，体育场地
面积达 266.23万平方米， 比 2017年增长 1.44

万平方米，增长率 0.54%，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3 平方米 （以本区常住人口 115.53 万为基
数），增长 0.01平方米。

传统和现代结合是奉贤区开展赛事活动
的一大亮点。奉贤区有 20 个“一镇二品”特色
健身项目，如南桥镇健身秧歌、柘林镇滚灯、

青村镇打莲湘、四团镇舞狮、金汇镇木兰拳、

海湾镇空竹等传统特色项目别具特色， 融合
了传统民俗特色与现代体育精神， 具有浓郁
的乡土文化和深厚的群众基础。 还成功打造
了“千人”系列赛事活动，包括：千人戏曲广播
操、千人健身瑜伽展示、千人健身气功展示、

千人广场舞展示、千人健步走活动、千人木兰
扇等，参与人次近万人。连续多年成功举办奉
贤区国际友人风筝会、 全国百城千村健身气
功系列展示活动奉贤区大会、 上海海湾半程
马拉松赛 550 乡村马拉松、 上海市农民体育
健身系列比赛第三届村支书村主任运动会、

上海市第三届新型职业农民运动会和奉贤区
万人棋牌赛等品牌赛事。 每年都举办各级各
类全民健身赛事活动近 100 场， 体育参与人
次超 30万。

自 2017年起， 奉贤区在全市首创了社区
公共体育管理健身点“点长制”，通过定人、定
岗、定责，形成区、镇、村（居）、点四级管理网
络，形成公共体育设施“动态化”管理。为确保
点长制的实施履职，区体育局还特别制定了例
会制度、巡查制度、考核机制等，定时搭建不同
平台渠道让各健身点点长互通信息， 交流经
验，对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探讨和解答，协调
解决健身点管理方面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同
时借助推行“点长制”，进一步梳理了区级社会
体育指导员队伍，调整了一些处于“休眠”状态
的指导员，吸纳了更多年轻人加入。从 2011年
到 2018年， 奉贤区已连续 8年被评为上海市
社区体育设施年终综合评估优秀，“点长制”成
为了体育设施管理的又一次升级。

体教结合
竞技体育错位发展

“筑平台、育英才“，奉贤区在青少年体育工
作中通过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促进青少
年身体素质提升，营造“青春、活力、健康”的青少
年体育氛围。

目前，奉贤区有体教结合学校 22家，重点办
训单位 2家，“一镇一队” 青少年运动队 9个，区
级以上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16家，二线办训项目 5

个（奉贤中学田径、射击、射箭，乐派特马术、曙光
中学网球），市级体育传统校 9 所，设置了 22 个
体育项目布局，重点项目已形成小学—初中—高
中的衔接。射击（飞碟）、射箭、自行车被市体育局
命名为“精英训练基地”；区体育训练中心成功创
建为“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填补了奉
贤区国家级体育训练基地的空白。2019年度全区
注册青少年运动员 1384 名， 参训运动员突破
2000人；2009年至今，共培养一级运动员 46人，

二级运动员 147人，输送一线 36人，输送二线 95

人，国家队输送 15人次，奉贤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梯队逐步完善。

在第十六届市运会中，奉贤区体育代表团获
得 50.875金，较上一届市运会增幅 28%，实现奖
牌数、总分的双超越；自行车摘得 6金，创历史新
高，金牌数位列全市第一；代表团被评为体育道
德风尚奖、优秀组队奖，1人破市青少年纪录。

经过多年的深耕细作，奉贤体育培养出了自
己的奥运会参赛选手李君、 全运会冠军徐玉蕾、

朱云飞，以及亚运会冠军张亚菲，青运会冠军徐
展翼，实现了奉贤体育“十二五”提出的“全运夺
金”战略目标。此外,奉贤籍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
捷报频传，2018国际射联青年杯澳大利亚站上获
男、女多向团体冠军和男子多向团体冠军；第 52

届世界射击锦标赛获 3金 2银，2018年亚洲射击
锦标赛获 5金 1银 2铜；2019年飞碟射击世界锦
标赛获 1金 2铜。

以体教结合为平台， 区体教结合办公室工
作人员常年坚持训练督导制度， 将每月的训练
督导情况及时反馈至区体育、 教育相关部门及
各相关布局学校。同时，坚持“以赛促训、以赛选
才”模式，在参与市青少年十项系列赛等市级各

项赛事外， 与区教育局共同筹划并开展首次奉
贤区青少年体育竞赛系列赛， 加强青少年体育
赛事组织和赛场练兵， 不断提升区级运动队整
体技能和水平。 今年上半年共组织全区青少年
运动队参加市级各类比赛近 3000 人次， 在射
击、田径、游泳、柔道、击剑、围棋项目上均创区
历年最好成绩。此外，区内 25 名运动员将代表
上海参加全国第二届青运会， 已在短道速滑与
轮滑全能赛中获 2金 1银 1铜，1人在高尔夫项
目获乙组团体季军。

今年年初，奉贤区以“突出重点、兼顾一般、

错位发展、合理布局”为思路，确立了 22 个项目
布局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调整优化项目布局，

巩固射击、射箭、自行车、田径、跆拳道、网球等传
统优势项目，发展击剑、柔道、游泳等潜优项目，

积极推进攀岩新增项目， 并配合区教育局做好
“9+X” 一条龙体系建设和项目布局前期筹划，加
强学校二线运动队、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建设，夯
实优秀后备人才培养基础。通过探索青少年高水
平运动队多元化培养体系，逐步形成了以区体育
训练中心、区少体校、区办二线为龙头，各项目布
局学校为基础，全区普通学校为依托，各类社会
力量办训为补充的青少年体育办训体系，形成了
射击、射箭、田径、网球、跆拳道等为重点发展项
目的“一条龙”业余训练体系。

整合资源
引导社会力量办训

针对近年来存在的竞技体育基础差、 起点
低，经费有限和高水平教练员匮乏的实际，奉贤
区注重整合区域资源，大力培育扶持社会力量参
加体育后备人才培养。2015年初， 区体育局与春
兵体育俱乐部跆拳道、拳击，乐派特俱乐部马术，

超越体育俱乐部网球、排球签订办训协议，使社
会力量成为我区竞技体育发展重要的生力军。

在第十六届市运会上，奉贤区社会力量办训
共获 10.5金，占我区金牌数的 21%，其中马术项
目获全市团体总分第一、跆拳道项目获全市团体
总分第二， 承办的网球项目比赛获优秀赛区奖，

显示了区社会力量的活力与动力。同时，在 4 家
重点社会办训单位和 16家体育俱乐部共同努力
下，区社会办训单位输送了多名一线、二线运动

员，在市级、国家级赛事上屡获佳绩，形成了社会
力量办体育的良性运行体系。

2019年初，区体育局与 8家社会办训单位签
订项目发展协议，确定了年度及下一届市运会参
赛任务及目标，涉及项目跆拳道、网球、马术、拳
击、散打、柔道、击剑、排球、羽毛球、篮球、高尔
夫、空手道、游泳等 13 个项目，为社会办训单位
搭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平台。

以“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市场运作”模式，

鼓励社会组织、 俱乐部等承办各类比赛， 增强
“水上、马上、网上”优质赛事规模，奉贤区打造
12个青少年项目品牌赛事， 逐步形成区域赛事
品牌效应。 连续 8年组织了全国 U12、U14青少
年网球比赛； 承办了 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
赛上海站、Magic3 上海市青少年三对三篮球赛
（奉贤赛区）、“小篮球、大梦想”2019年中国小篮
球联赛、中国业余网球公开赛、中国大城市业余
网球团体赛、中国网球业余大师杯年终总决赛、

中国围棋甲级联、上海市青少年马术公开赛、长
三角地区跆拳道联谊赛等市级以上赛事， 承办
的各类青少年比赛在市、 国家层面影响力逐年
提升， 目前国家业余的高规格成年赛事也逐步
移师奉贤。

作为上海市首批挂牌的“中心”，2016年成立
的奉贤区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中心通过搭建体
育平台、整合社会资源，在区体育中心各场馆、全
区 14家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大力支持下， 截止
今年上半年，已利用双休日、节假日、寒暑假连续
开展了 16期体育项目公益兴趣班 （冬夏令营），

项目涵盖足球、篮球、排球、羽毛球、网球、乒乓
球、武术、跆拳道、搏击、围棋、体适能等 14 个项
目，培训学员近 9000人次。全区 3家上海公益性
培训组织机构，12家体育俱乐部承接组织各类青
少年体育项目培训超过 5万人次，为青少年体育
技能培训和体质改善提高提供很好的助力。今年
首次配合区团委为区内的爱心暑托班配送教练
员，共开展了跆拳道、空手道、围棋、国际象棋的
27个爱心暑托班，参与人数达 1429人，丰富了暑
期公益体育产品供给。 在区体育局的积极扶持
下，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运行良好。超越体育俱乐
部被评为全市唯一一个 2019-2022 年五星级青
少年体育俱乐部，春兵体育俱乐部、勇者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青云体育俱乐部、宏鹰体育俱乐部
分获四、三、二、一星级俱乐部。

打造“一区一品”国际赛事 践行“惠民强区”发展之路

新时代新作为，奉贤体育激发城市活力
近年来，奉贤体育以“体育强区”建设为目标，以满足群众健身需求、提高体育人才培

养质效、提升体育对城市的综合影响力为重点，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

等各项工作，人均体育用地面积居全市前列，为推动奉贤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奉贤美、奉

贤强”的战略目标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