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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田径第一个世界冠军（徐永久）、第一个奥运冠军（陈跃玲），第一个奥运柔道冠军
（庄晓岩），唯一一个欧文斯杯奖获得者（王军霞）均出自辽宁；中国女排3次获得奥运冠军，
队内都有辽宁籍球员；王楠共获得4个奥运会冠军、19个世界冠军；王义夫、张宁、郭跃均两获
奥运会冠军；韩晓鹏为中国历史性夺得冬奥会滑雪项目冠军……在中国奥运征战史上，辽宁体

育共有29人获得28枚奥运金牌，位列全国第一。
几代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七十载风雨兼程玉汝于成。70年来，辽宁体育依托于中国体育事业

的腾飞和辽宁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斐然——全民健身红红火火，人民群众健康指数节节攀升；竞技
体育成就辉煌，国内领先；体育产业稳步发展，已成为辽宁经济新的增长点……辽宁人爱运动、会运
动，辽宁各项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为中国体育和辽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迈进新时代，辽宁体育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肩负起时代的重托，坚
持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深化体育改革，围绕“冠军辽宁、运动辽
宁”建设，努力开创新时代辽宁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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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奔跑七十载 辽宁体育逐梦前行
本报记者 朱才威

近年来，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和
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辽宁体育产
业得到强劲发展，为全省经济发展注
入新动能，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016 年，辽宁在全国率先制定并
出台《体育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
施方案》，相继印发了系列政策文件，
规划了“一带、二路、三核、九区”体育
产业发展布局，推出了119个重点体育
产业发展项目。

当前，辽宁体育产业发展愈发呈
现一大显著特点，即“一个体育产业项
目改变一座城”。省内多个城市、地
区，将体育产业作为推动城市转型、产
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比如，阜新市的
篮球及汽车运动产业、锦州市的帆船
帆板运动产业、葫芦岛市的泳装产业、
休闲运动产业、丹东凤城市的户外运
动服装产业，以及抚顺市的冰雪运动
产业。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体育大省、强
省，辽宁具有良好的体育产业基因。

1989 年 9 月，辽宁成功举办第二
届全国青少年运动会。2013 年，第十
二届全国运动会在辽宁举行。从二青
会到十二运会，赛事招商、组织、承办、
运营积极市场化运作，留下了不可估
价的巨大无形资产与宝贵经验。

1995 年 3 月，辽宁举办首届全国
体育人才信息交流大会。交流大会上
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80 名运动员成功
交流，292名运动员达成交流意向。禁
锢中国体育人才交流的体制坚冰由此
被打破，这是中国体育人才交流史上
的一次划时代的改革。

2014 年以来，辽宁每年都组团参
加斯迈夫全球体育产业大会，设立展
台，举行辽宁体育产业峰会及论坛，宣
传、推介辽宁体育产业优质资源，寻求
合作伙伴。近年来，辽宁在全省范围
内评选并命名了省级体育产业示范基
地、示范单位，同时拥有 1个国家级体
育产业示范基地和 3个运动休闲特色
小镇试点单位。

体育产业 快速增长

当前，辽宁体育从辽宁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认真规划新
时代辽宁体育振兴发展战略，进一
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以“运动辽
宁、冠军辽宁”建设为统领，按照“四
化、三发展、两呼唤、一中心”的思
路，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
体育产业及体育文化“四位一体”改
革，为体育强省、体育强国建设贡献
辽宁体育的力量！

“四化”：即运动项目基地化、项
目管理中心协会化、专业运动队俱
乐部化、体育场馆运营公司化；“三
发展”：发展群众喜闻乐见的项目，
发展在群众中适合开展的项目，发
展历史上为辽宁争过光的项目；“两
呼唤”：呼唤社会资本、呼唤社会精
英加入到辽宁体育事业发展中来；

“一中心”：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强化从管理向服务转变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省体育局负责人表示，辽宁体
育将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进一步完善百姓身边全民健身设施
建设；借助社会力量，依靠企业，加
强政府购买服务，大幅度增加全民

健身赛事活动供给；进一步推进十
大全民健身系列品牌活动建设，形
成省、市、县立体式的全民健身体
系；更好地服务并满足全省人民日
益增长的健身需求。

《辽宁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2016-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
全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
将超过 43%，《国民体质测定标准》
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超过 92%，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超过1.8平方米。

深化职业化改革
释放竞技体育发展新动能

省体育局将悉心制定体育领域
“重强抓争金夺银”专项行动方案，征
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辽宁体育不仅
要夺取金牌，还要在“三大球”、乒羽、
田游等有影响力的项目上取得突破，
让家乡人民满意。具体来说，就是实
施金牌与影响力双核心战略。

竞技体育发展需要坚定不移地
走市场化、职业化道路。辽宁竞技
体育发展将主要采取企业、政府、市
场“三支撑”模式合力发展。

辽宁体育将以“三大球”及冰雪
运动为龙头重点发展，培养全国领

军式人物引领发展；做大做强田径、
游泳、举摔柔、乒乓球、羽毛球等辽
宁传统优势项目；依托社会力量和
资本发展体育项目。

省体育局已于去年底圆满完成
事业单位改革工作，对省体育局 26
家直属事业单位进行了优化整合，其
中，23 家公益性事业单位整合组建
辽宁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3家经营
性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划入辽宁省体

育产业集团。省体育局将对所属36
家体育社会组织进行梳理，预计在今
年11月20前全面实现辽宁省体育项
目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

创新体制机制
全力推动体育产业发展

省体育局负责人介绍，2017 年
辽宁省体育产业总产出（总规模）为
932.09亿元，增加值为 273.96亿元，

占当年全省GDP比重为1.17%。
辽宁体育将以篮球、足球、冰雪

产业为引领，带动相关运动项目产
业发展；努力优化营商环境，为体育
产业企业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加
强体育与文化、旅游、康体等相关产
业融合发展；不断培育自主“IP”体
育赛事，继续支持沈阳、大连、丹东、
营口、盘锦国际马拉松赛，抚顺红河
谷国际漂流大赛，朝阳中蒙俄国际
汽车拉力赛等已有的传统品牌赛
事，积极创办沈抚环浑河自行车骑
行赛、沈阳和平杯国际足球邀请赛
等赛事。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引
资引智”政策，推进体育产业大发
展，到 2025年实现辽宁体育产业总
规模达到2000亿元目标。

向冰天雪地挺进
全面对接北京冬奥会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也有
金牌银牌。辽宁具有发展冰雪项
目的区域和气候优势，过去辽宁体
育在冬季项目上发展滞后，是体育
工作的一块短板。进入新时代，辽
宁坚决响应国家提出的“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全面对接北

京冬奥会，提出夏季、冬季项目两
手抓，两手都要硬。

当前，辽宁已组建高山滑雪队
等队伍，在运动项目布局上全面对接
北京冬奥会；同时全面推动冰雪项目
进校园活动，让青少年学生都至少掌
握一门冰雪项目技能；2022 年北京
冬奥会，辽宁籍运动员要夺取金牌。

需提及的是，自今年起省体育
局将连年举办“辽宁省全民冰雪运
动会”，借此搭建起冰雪运动与校园
师生、与社会大众、与冰场雪场、与
商业企业的联合平台，为辽宁冰雪
赛事活动贴上“品牌”“聚合”“传播”

“多赢”“发展”的正向标签，借此推
动我省冰雪运动、冰雪产业大发展。

辽宁体育将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守
初心、担使命，坚持以人为本，全
面深化改革，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
健康深度融合，不断满足全省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切实肩负起辽
宁体育事业振兴发展的历史使命，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聚力体育强省
建设，为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为国家体育强国建设作出应有
的贡献。

以“运动辽宁”建设为抓手

辽宁体育协调推进“四位一体”改革

奥运赛场贡献全国第一。在我
国参加的历届奥运会上，从1984年
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的李玉伟、姚
景远、姜英，到 2016 年第 31 届里约
奥运会的丁霞、颜妮、郑姝音，辽宁
体育军团共有 29 人获得 28 枚奥运
金牌，位列全国第一。在2008年北
京奥运会上，国内各省区市横向比
较，辽宁体育健儿获得金牌、奖牌和
总分均为第一名。70年来，辽宁健
儿还夺得了466个世界冠军。

全运战场名列前茅。419 枚金
牌、1151.5枚奖牌，全运会战绩名列
前茅。自1983年五运会以来，辽宁
在金牌榜上稳居前列。特别是在
1993年七运会上，辽宁代表团获得金
牌、奖牌、总分三项第一的好成绩。

十二运会简洁并出彩。2013年
辽宁承办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主赛
区设在沈阳市，省内其他13个地市均
设有分赛区，共有9000多名运动员参
加。设31个大项、40个分项、350个小
项。辽宁成为继北京、上海、广东、江苏
与山东后，第六个主办全运会的省
市。在十二运会上，辽宁代表团获得
奖牌、总分第一，金牌第二的佳绩。“全

民健身 共享全运”理念享誉全国。
足球福地，圆梦世界杯。2001

年10月7日，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中
国男足 1∶0 击败阿曼队，历史上首
次、也是唯一一次跻身世界杯决赛
圈。辽宁沈阳也因此有了中国足球
福地之说。当时队内有李铁、孙继
海、肇俊哲、张玉宁、李明、张恩华、
安琦等近10位辽宁籍国脚。

“三大球”综合实力国内领跑。
从1984年夺得首届足协杯冠军开始，
辽宁足球队以“十连冠”雄霸中国足坛
整整10年。其中，辽宁足球队在1990
年首夺亚俱杯冠军。中国足球于
1994年进入职业化阶段后，大连足球
荣膺联赛“八冠王”，延续了老辽足的
辉煌。

辽宁男篮夺得 2017 年全运会
及 2017-2018 赛季 CBA 联赛双料
冠军；辽宁女排在 1987-1991 年国
内赛场 5 连冠，1987 年获世界大学
生运动会冠军，1991年获得亚俱杯
冠军，1993年获全运会冠军，2006年
获得联赛冠军；辽宁女足2017年成
功卫冕中国足协超级联赛冠军；辽
宁女篮于 2005-2009年 4夺 WCBA

联赛冠军；辽宁男排在2007年获得
全国锦标赛冠军……辽宁男足、女
足、男篮、女篮、女排、男排都曾获得
全国冠军，“三大球”综合实力全国
第一。

辽宁女子中长跑惊艳世界。在
1993年世锦赛上，辽宁女子中长跑
队震惊世界，王军霞、曲云霞、刘冬
分别获得 10000 米、3000 米和 1500
米冠军。王军霞被国际田联评选为
年度世界最佳运动员，成为荣获杰
西·欧文斯奖的亚洲第一人。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王军霞获得女
子5000米金牌，成为中国首位获奥
运会长跑金牌的运动员，被誉为“东
方神鹿”。2012 年 11月 24日，王军
霞入选国际田联名人堂，是中国乃
至亚洲首位入选的田径运动员。

竞技体育人才输出全国第一。
2018年中超赛场，辽宁籍球员多达
94人，每四五名球员中就有一名辽
宁籍球员；在 2017-2018 赛季 CBA
赛场，有 45 名球员来自辽宁，占比
20%。在田径、乒乓球、曲棍球、水
上、举摔柔、跆拳道等项目上，辽宁
籍运动员遍布全国。

竞技体育 成绩辉煌

作为共和国长子，辽宁从新
中国成立到现在始终是国家的重
工业基地，厂矿众多。在辽宁，职

工体育历史悠久、红红火火，成为
辽宁全民健身事业的一道亮丽风
景线。上世纪 80年代，辽宁经常

参加体育锻炼的职工达400万人，
约占职工总数的40%，有1/3以上
的大中型企业建立了体育协会。

从职工体育到社区体育、村
屯体育、校园体育、社会体育，辽
宁全民健身事业开枝散叶，持续
向广度拓展、向纵深发展。以承
办 2013 年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
为契机，辽宁积极完善群众体育
场地设施建设，建立了省、市、县

（区、市）、乡、村 5 级全民健身场
地设施，全省各城市“15分钟健身
圈”已基本建设完毕。

目前，全省每年组织的大型
全民健身活动超 2000 场，覆盖千
万人群，且逐年增加。“沈阳市民
运动会”“大连国际徒步大会”“抚
顺三块石国际登山节”“中国辽河
口冰凌穿越挑战赛”，以及沈阳、
大连、营口、丹东、盘锦马拉松等
辽宁品牌群众体育活动愈发壮
大，国内、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

升；大连足球城、抚顺冰雪之都、
丹东篮球城及毽球城、鞍山乒乓
球城等等，全省各市体育名城建
设稳步推进。

近两年来，辽宁在省本级层
面推进“运动辽宁”建设，以蓬勃
发展的群众体育为基础，打造“辽
宁 十 大 全 民 健 身 系 列 品 牌 活
动”——“奔跑辽宁”“攀登辽宁”

“追球辽宁”“寻迹辽宁”“徒步辽
宁”“骑行辽宁”“舞动辽宁”“起动
辽宁”“冰雪辽宁”“扬帆辽宁”。
丰富的全民健身活动犹如一个个
跃动的音符，让辽沈大地变得生
机勃勃，健康而充满激情。

当前，辽宁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的人数比例为 42.4%；《国民体
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标准的
人数比例为90.6%；全省现在每年
培训注册社会体育指导员 1 万
人，现有注册社会体育指导员近8
万人……

群众体育 蓬勃发展

辽宁奥运冠军榜。

辽宁男篮CBA夺冠。

沈阳马拉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