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2 日 晚 ，2017- 2018 赛 季
CBA 联赛总决赛第四场在沈阳打响，
辽宁男篮一鼓作气战胜浙江广厦队，
在 7 局 4 胜制的总决赛中以 4:0 的总
比分横扫对手，历史上首次夺得 CBA
联赛总冠军。

3月 29日至 4月 22日，辽宁男篮在
沈阳进行4个主场比赛。沈阳市各相关
部门积极参与和密切配合，圆满完成了
赛事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为辽宁男篮主
场赛事的圆满举办，为辽宁男篮最终加
冕总冠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沈阳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沈阳市
体育产业研究所所长范存生表示，沈阳
要打造中心城市、体育名城，要提振城
市精神，提升营商环境，高水平活动和
赛事是龙头，具有极强的引领作用。

“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沈阳相当
成功的‘三引三回’项目。”辽宁省体育
局局长宋凯高度评价辽宁男篮主场回

沈。沈阳在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上取
得了显著成效，成为资金、人才、项目
的高地。目标总冠军的辽篮也渴望拥
有更大的市场、更高的平台。

高水平体育赛事，一直就是竞技体
育的蓝海，而一支高水平的职业球队，
更是自带流量的大“IP”。CBA 联赛越
来越火，作为四年三进总决赛的辽篮更
是万众瞩目。辽篮主场回归沈阳，既得
益于沈阳市给予的全方位支持，又源于
其自身不屈不挠、敢打敢拼的精神气
质，与沈阳的城市精神一脉相承。

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
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
度的重要体现。沈阳做好“主场”，不
仅通过体育提高人民身体素质和健康
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还丰富人民
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成为激励沈城上下追求卓越、突破
自我的对标典型。

福地沈阳成就辽篮新传奇

8 月 5 日，2018 中国·沈阳第四
届“和平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
拉开帷幕。这项由沈阳打造的青少
年足球品牌赛事，具备了相当广泛
的国际影响力，成为沈阳促进国内
外青少年体育文化交流的特色平
台。13个国家和地区的 202支球队
的 4000 多名球员，在 7 天时间里进
行了 700 场精彩比赛，“和平杯”聚
焦了世界足球的目光！

除了“和平杯”赛事，沈阳足球
还有在全国叫得响的业余足球赛

事。12 月 8 日，中国足协 2018 全国
业余足球工作会议在长沙举行，沈
阳市足球协会荣获“2018 中国足球
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预赛优秀赛
区”奖，在全国 44家会员协会中，仅
有 8 家会员协会获此殊荣，这是中
国足协对沈阳市足协深耕民间联赛
的高度认可。

近年来，以沈阳城市足球联赛、
沈阳市足协杯、沈阳市青少年足球联
赛三大赛事为代表的沈阳市业余足
球，每年比赛场次超2000场。

“和平杯”聚焦世界足球目光

9 月 9 日，2018 沈阳国际马拉
松在沈阳奥体中心激情起跑！沈
阳“母亲河”浑河两岸的秀美风光
和城市地标建筑，令来自国内外的
2 万名选手乐享其中、流连忘返。
2015、2016、2017 三届沈阳马拉松
取得了圆满成功，2017 年“沈马”获
得了中国田径协会颁发的“金牌赛
事”荣誉。2018“沈马”的办赛水平
和赛事体验全面提升，为跑友们带
来了全新感受。

马拉松赛事不仅是百姓广泛关
注体育、参与体育的平台，更是宣传
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知名度的名
片。中央电视台 5+频道现场直播
2018“沈马”，央视体育频道对赛事

进行报道，沈阳广播电视台同步进
行全程电视直播、转播。央视网、人
民网和新华网携手爱奇艺视频、优
酷视频、网易视频、腾讯视频、CIBN
等 40 家网络媒体同步直播，呈现

“线上沈马全体验”。
2018“沈马”还开创了提前 30

天不间断预热的新模式，“沈马十大
形象大使”“沈马十大跑神”“马迷归
家必带十大沈阳特产”等十个系列

“十大评选活动”全城参与。9 月 6
日至 9 日，沈阳首届马拉松博览会

（简称马博会）在沈阳奥体中心南广
场举办。4天里共有 10万余人挤爆
马博会现场，25.6 万网友观看马博
会直播。

逐年上台阶“沈马”越跑越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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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7 日至 20 日，首届中国（沈
阳）国际体育产业博览会在沈阳国
际展览中心举行。作为支持单位，
沈 阳 市 体 育 局 参 与 指 导 、参 加 布
展。本届展会包括精品体育、健身
运动、露营车辆、户外运动、体育康
复医疗、文旅休闲、电竞动漫等五大
展馆七大展区，实际总展出面积达
6 万平方米，463 家企业参展，观众
10 万余人。其中专业观众数量达 2
万余人，吸引外地客商 8000 余人。
现场达成意向性协议 500余件，意向
成交额 9650 万元，对沈阳的体育产
业及相关服务业经济起到了一定的
拉动作用。

截至11月30日，沈阳年度累计销

售体育彩票17.6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 45.58%。筹集市级公益金 1.03 亿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6.12%。发行费
收 入 1561 万 元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17.94%。

作为“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
光计划”的支持者，沈阳体彩所筹集
的体彩公益金为我省体育事业的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几年，沈阳体
彩从多个角度、多个渠道大力推广全
民健身活动，在对专业赛事予以支持
的同时，鼓励并协助来自民间的业余
群体举行各类健康、积极的体育运
动，同时也进一步让公益体彩这一品
牌形象深入人心，让公益体彩成为沟
通文化与健康的重要桥梁。

体彩销售创新高 公益体彩成亮点

2018年，值此改革开放40
周年之际，沈阳群众体育、竞技体
育及体育产业等各项体育事业蓬
勃发展，再取佳绩——全年1000

场贴近百姓、覆盖城乡的全民健身活动，确
保沈城市民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极大
地提升了广大市民的健康指数和幸福指数；
今年省运会上，沈阳体育代表团囊括青少年
组比赛金牌、奖牌、团体总分第一名，交出了
一份实现超越与突破的圆满答卷；沈阳体育
彩票销售大幅度增长，辽篮主场回归拉动相
关服务业发展，沈阳体育产业稳健、高速发
展，正成为沈阳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值得一提的是，沈阳市今年在“打造体育
强市，创建体育名城”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实质
性一步——“2018跃动沈阳国际运动汇”的
13项高品质、国际化体育赛事，以及“和平杯”
“沈马”等国际赛事愈发精彩，打造名牌，提升
沈阳知名度，拉近了沈阳与世界的距离。

核心
提示

13项国际化赛事精彩上演 体育名城创建工作亮点频现

沈阳体育2018再创佳绩
本报记者 朱才威

今年年初，沈阳市体育局主办的
“2018 跃动沈阳国际运动汇”盛装启
幕。沈阳国际冬泳邀请赛、沈阳国际
女子10公里路跑公开赛、中国·沈阳第
四届“和平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
赛、沈阳国际马拉松赛、国际毽球公开
赛、国际标准舞全国公开赛等13项高
品质、全民性、国际化的体育赛事，打
开了沈阳市体育国际化新局面。

打造体育强市，创建体育名城，
沈阳体育活动及赛事需要争创品牌，
创国际品牌。 6月 16日，第四届沈阳

国际徒步日活动举行。1个主会场、1
个主分会场、“1+13”个分会场，城乡
联动，万众参与。超过 5万人在不同
点位同时出发，体验徒步的快乐。

从2019年起，每年六月第三周的
星期六，定为沈阳市全民健身国际徒步
节。“徒步节”的设立，对打造高品质公
共服务中心，建设健康幸福沈阳具有深
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一”假期，标准舞·拉丁舞国
际邀请赛暨第六届国际标准舞全国
公开赛，在沈阳大学体育馆精彩进

行，来自俄罗斯、乌克兰及北京、上海
等国内外的 3000 余名选手汇集沈
阳，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舞者以共
同的信仰与梦想，在沈城尽展舞姿。

垂直登高大奖赛，已在沈阳连续
举办两届，但2018年的这一届彰显国
际化元素，国内外参赛选手众多，首次
迎来了23位来自美国、墨西哥、俄罗斯
等国家和地区的外籍登高爱好者。

“2018跃动沈阳国际运动汇”，已
成为沈阳全民健身事业的国际化新
亮点，成为沈阳市对外展示的一个新

窗口。与此同时，“2018 跃动沈阳国
际运动汇”也强有力地推动了沈阳全
民健身活动的开展。

目前，沈阳市已经建立了区县(市)、
乡镇、街道、社区(村)四级全民健身行政
组织网络体系，每年举办1000余场覆
盖城乡、贯穿全年的全民健身活动，参
与群众近100万人次。近年来，沈阳市
体育局不断丰富赛事活动供给主体、扩
大公共体育赛事服务资源，激发和引导
市民科学健身的热情，让体育赛事活动
进一步融入百姓生活。

沈阳体育打开国际化新局面

今年8月，第十三届省运会在盘锦
举行。四年一届的省运会，是省内最
大规模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也是对辽
宁省体育后备人才培训质量的一次摸
底和检验。沈阳体育代表团获得团体
总分第一名，囊括青少年组比赛金牌、
奖牌、团体总分第一名，同时获得青少
年组总成绩奖奖牌，还荣获体育道德

风尚奖及“赛事承办纪念奖”。本届省
运会沈阳市荣获总成绩奖奖牌总数、
团体总分第一，实现省运会历史突破。

综观省运会，沈阳“水军”包揽全
部 18 枚金牌，成为名副其实的辽宁
省“水上金牌大户”。此外，沈阳市承
办了曲棍球、击剑、体操、高尔夫和短
道速滑等项目的比赛，利用现有场

馆，以及新增或改善的硬件环境，赢
得各参赛队的点赞。

沈阳射箭队的运动员来自兴隆
台锡伯族九年一贯制学校，这是该校
与沈阳市军事体育陆上运动学校携
手培养起的一支运动队；代表沈阳市
参赛的市第 176 中学男、女橄榄球
队，蝉联省运会青少年组男、女项目

冠军；以市第 56中学和市第 107中学
学生运动员为班底的沈阳市手球男、
女队，获得省运会冠军。

体教结合项目所结出的硕果，是沈
阳体育积极探索新时期竞技体育工作
发展模式的成果。在本届省运会中，沈
阳竞技运动队伍以骄人的战绩，全面展
示了沈阳竞技体育的发展成果。

沈阳竞技体育战绩骄人

10月 15日，沈阳市“百万市民上
冰雪”暨“冰雪进校园”活动启动仪
式，在和平区全民健身中心举行。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日益临近，
随着“三亿人上冰雪”号召深入推进，辽
沈地区冰雪热持续升温。沈阳市“冰雪
进校园”活动将重点开展冰雪项目教育
教学工作、冰雪项目系列比赛活动，以及
非冬季时间的反季活动，充分发挥社会
资源优势，推进学校冰雪项目的开展。

沈阳市体育局负责人认为，了解
冰雪运动，体会拼搏向上的体育精
神，培育健康的人格，是开展冰雪运
动的意义。发展校园冰雪运动，一方

面需要加大力度提高硬件水平，另一
方面要加强教育推广，向青少年介绍
冰雪项目，培养他们的兴趣和爱好。

目前，沈阳市首批 20所“冰雪进
校园”活动试点学校已经确定。试点
学校将冰雪项目纳入学校教育教学
内容，通过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体育
课程和阳光体育大课间等方式，定期
开展冰雪项目教学活动；各试点学校
将开展冰雪项目知识宣讲和竞赛，普
及冰雪项目知识，宣传奥林匹克精
神；各试点学校将合理安排教学时
间，积极到相应的滑冰馆和滑雪场开
展“免费上冰雪”活动。

冰雪运动走进沈阳校园

2018沈阳国际马拉松赛。

辽篮夺冠时刻。

沈阳体育2018之国际冰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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