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五年来体育事业发展成绩

五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和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力指导下，天津体
育事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优先满足
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发
展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体育
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一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趋完

善。以举办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和第十
届全国残运会暨第七届特奥会为契机，大
力实施“全运惠民工程”。制定出台《天津
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1-2025年）》，
促进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和群众体育
发展。近年来，我市体育场地总面积达到
3728.9万平方米，总数量28016个，社会体
育指导员总数超过5.2万人，每千人拥有
社会体育指导员2.6人，建成区级公共体
育场馆60个，城乡社区（村）健身园8000
多处，实现了全覆盖，新建和提升改造90
个体育公园、77个街镇社区全民健身中
心、蓟州登山步道62条、120公里，全市“十
五分钟健身圈”初步形成。群众性体育赛
事和健身活动蓬勃发展，每年举办区级以
上全民健身赛事和活动300多次，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5%，城乡居民
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率保持在92%以
上，位居全国前列。运用新媒体、互联网
等普及推广科学文明现代健身方法，多元
化科学健身指导体系初步形成。在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广泛开展的居家健
身、线上赛事等全民健身活动在普及体育
健身知识、丰富市民体育文化生活、增强
人民体质方面发挥出巨大作用。

二是竞技体育实现新突破。特别是
在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以及十三
届、十四届全运会上，天津体育健儿顽强
拼搏，取得多枚金牌、奖牌，在全国名列前
茅。东京奥运会上获得3枚金牌、1枚铜
牌，取得我市游泳和蹦床项目奥运金牌
零的突破，创造我市境外参加奥运会最
好成绩。老将吕小军夺得举重男子81公
斤级金牌，创造挺举、抓举和总成绩三项
奥运纪录；朱雪莹夺得蹦床女子网上个
人金牌，实现天津蹦床项目奥运金牌零
的突破；董洁夺得女子4×200米自由泳
接力金牌，取得天津游泳项目奥运会第
一枚金牌；李晶晶获得赛艇女子八人单
浆有舵手铜牌。在陕西全运会竞技体育
和群众体育赛场上，天津运动员取得26
金、30银、26铜的优异成绩，共计82枚奖
牌，金牌总数是市外参加全运会的最好
成绩，并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贯彻落
实《天津市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方案》，完成
足球协会改革，进行职业足球俱乐部股
权多元化改革，足球改革迈开破冰之
旅。制定出台《天津市加快推进“排球之
城”建设实施方案（2021—2030年）》，天
津女排获得全运会历史上第四个冠军，
以不败战绩获得2021-2022中国女子排
球超级联赛冠军，成为十四冠王。

三是高质量完成第十三届全运会办

赛参赛工作。2017年8月27日，第十三
届全运会在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盛大开
幕。本届全运会成立了51个竞委会，高
标准完成47个场馆及全运村设施建设
改造任务，配置50余万件竞赛器材。精
心组织33个大项、417个小项竞技项目，
为12721名运动员、7104名群众选手以
及近万名代表团官员、技术官员和4000
余名媒体记者提供优质热情服务，举办
比赛4488场，观众总规模达150万人
次。“全运惠民，健康中国”诠释了天津全
运会的多项改革措施。作为国内水平最
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天津全运
会新增19个大项126个小项的群众项目
比赛，让普通老百姓通过亲身参与全运
会比赛享受全民运动的欢乐。实现场馆

设施一流、竞赛组织一流、全运村一流、
接待服务一流、新闻宣传一流、安全保卫
一流“六个一流”的目标，形成了宝贵的
“全运精神”，赢得党中央、国务院高度评
价，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参赛成绩取得历史性新突破。
我市710名运动员、222名教练
员参加33个大项、183个
小项的竞技体育比
赛，成为天津

参加全运会
决赛项目、人数最
多的一届，金牌和奖牌总
数全面超历届，实现天津竞技
体育历史性新跨越、新突破。我市
251名选手在19个群众体育项目中获得5
金、3银、9铜的优异成绩，居全国前列。天
津代表团以及31支运动队和45名运动员
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取得了运动成绩
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四是青少年体育工作不断加强。进一
步完善了体教融合工作机制。相继出台了
《天津市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实
施方案》，两次修订了《天津市青少年训练基
地评估实施细则》、《天津市青少年业余训练
综合评估实施细则》。修订《天津市体育局
青少年体育工作专项经费管理使用办法》，
制定《天津市关于加强高水平体育后备人
才培养工作的激励办法》，“排球之城”天津
市排球传统特色学校建设工作持续推进，
青少年体育制度体系不断得到加强。

持续开展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青少
年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每年举办足球、
排球、篮球、田径、游泳、武术等各项目市
级青少年示范性比赛达40多项次，参加
比赛的青少年人数达25000多人次。资
助92个天津市青少年体育训练基地和23
个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命名300所天津
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校改革不断深
化。我市注册青少年运动员达38000多
人。以寒暑假、全国“爱眼日”、“全民健身
日”等重要时间节点为契机，广泛开展符
合新时代青少年身心特点的“奔跑吧·少
年”主题健身活动，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兴

媒体，积
极向青少年宣
传推广健康生活新
理念，营造全社会共同促
进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五是冰雪运动全面迎来新发展。

主动对接冰雪运动发展规划，加快我市冬
季项目的发展。组建冰雪运动专业队，开
展了钢架雪车、雪车、高山滑雪、自由式滑雪
等项目。在国际、国内大型赛事中，取得了
32枚金牌、19枚银牌、23枚铜牌。钢架雪车
运动员闫文港在第十四届全国冬运会上获
得钢架雪车冠军，实现我市冬运会金牌零
的突破。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男子钢架雪
车比赛中夺得铜牌，是中国历史上该项目
首枚奖牌，也是天津在冬奥会上奖牌零的
突破。速度滑冰运动员阿合娜尔·阿达克
与队友团结协作，以2分58秒33的成绩获
得女子团体追逐第五名，追平了该项目我
国运动员冬奥会最好成绩；雪车运动员丁
嵩与队友密切配合、顺利完赛，最终获得了
男子四人车项目第17名。先后建成了天津
滑冰馆、天津冰壶馆和蓟州国家冰上项目
训练基地。高质量完成国内最大规模的冰
上设施群——蓟州国家冰上项目训练基地
建设，高水平服务2022年北京冬奥会。

以赛事活动带动天津冰雪运动普

及。通
过举办中国

杯短道速滑精英赛
总决赛、中国天津国际冰

壶公开赛、大众冰雪季、市民冰
雪运动大会等一系列精品精彩赛事

活动，提升市民参与冰雪运动意识，普及冰
雪运动知识。深入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
加大“冰雪七进”“冰雪运动传统学校”“冰
雪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建设力度。推动各
区积极培育“一区一品”冰雪活动，开展丰
富多彩的群众冰雪健身体验活动。2018年
至2021年，全市共举办各类冰雪体育赛事
活动逾80场，参与人数超800万人次。

六是体育产业发展呈现新活力。体
育产业发展引导资金作用得到进一步凸
显，设立每年5000万元的天津市体育产
业发展引导资金，累计支出引导资金2.55
亿元，带动社会资本投资体育产业46.37
亿元，对健身休闲业、竞赛表演业等9大
类体育产业项目进行扶持资助，涉及体
育产业项目127个。每年发行5万张“体
育惠民卡”，共补贴12.88万人，拉动消费
1.43亿元。成功创建3个国家级体育产
业基地、17个市级体育产业基地。体育
彩票销售突破200亿元，为体育事业发展
提供重要资金支撑。2020年，天津市体

育产业总规模（总产出）为594.07亿元，
增加值为169.31亿元，占当年全市GDP
的比重为1.2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七是体育对外交流合作取得新进

展。高标准承办中俄两国青少年冰球友
谊赛。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体育

交流合作，以天津高水平体育
场馆为基础，以排球、网

球等优势项目为
依托，与意

大利、

印尼、俄罗斯
等国家和地区的体

育部门和体育组织签署
双边体育交流合作协议，天津

体育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八是体育法治、体育文化建设进步

明显。广泛开展宪法、民法典、体育法律
法规为重点内容的普法宣传活动，大力
提高依法行政、依法治体水平，推进法治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体育
文化繁荣发展，天津市体育博物馆获批
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功举办“国
家荣誉—中国女排精神展”，并将展览延
伸到西藏昌都地区，弘扬新时代女排精
神和永不言败的中华体育精神。

二、未来五年体育事业发展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以习近平总书记对
天津工作提出的“三个着力”重要要求为
元为纲，贯彻落实市委对体育工作各项部
署，以建设体育强市为目标，以体育强国
建设为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着力建设“人人崇尚体育、人人参与运
动、人人身心健康”的运动活力之都、“想
运动有场地”的运动设施之都、“看比赛到
天津”的运动赛事之都、“集聚体育产品”
的运动会展之都、“体育企业汇集”的运动
产业之都、“想练体育到天津”的运动人才
之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
化、个性化的运动需求，提高人民身心健

康水平和素质，激发城市发展创新活力和
竞争力，以探索天津体育发展新途径、提
升天津城市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助力天
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

一是全民健身水平达到新高度。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群众健身
意识和身体素质进一步提升，群众体育工
作的体制机制更加健全，人民群众获得感
和满意度显著提高。到2025年，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达到2.6平方米以上，每万人拥
有足球场地数量达到1块以上；城乡居民
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
数比例保持在92%以上；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人数比例占户籍人口的48%；每千人社
会体育指导员不少于2.7名；每万人拥有
体育社会组织数达到3.3个；50%以上的乡
镇街道体育工作达到“四个有”，即：有体
育公园、有全民健身活动中心、有定期举
办的乡镇街道（社区）运动会、有体育总会
（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社区体育协会）。

二是竞技体育水平再上新台阶。基
本形成具有天津区域特色、适应天津体育
发展需要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项目布
局、训练备战、竞赛体系、体育交流、科技
保障等更加完善，竞技体育综合实力明显
提升。大力发展冰雪运动，打造优势冰雪
项目。足、篮、排“三大球”强化优势、补齐
短板，全力打造“排球之城”。田径、游泳、
体操等基础大项综合实力大幅提升。网
球、柔道、举重、蹦床、武术、自行车、击剑等
优势项目保持全国领先。在巴黎奥运会、
杭州亚运会、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展现新
作为，努力保持奥运会贡献率全国先进水
平。有序推动科技保障工程建设，建立
“拿干净金牌”的反兴奋剂长效治理体系。

三是青少年体育发展进入新阶段。

持续完善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青少
年体育活动更加广泛普及深入，青少年普
遍掌握1-2项运动技能，青少年身体素质
明显提升。全面深化体教融合，全力推进
我市青少年体育训练体系工程建设，广泛
开展市、区、校三级青少年体育竞赛活
动。深化体校改革与学校体育融合发展
工作机制，调动各级各类体育社会力量积
极性，基本建成更加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主体多元的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体系。

四是体育产业发展取得新成果。基
本形成涵盖体育竞赛表演、健身休闲、场
馆服务、中介培训、传媒与信息服务、体育
用品制造及销售等门类的体育产业体
系。继续创建国家级和市级体育产业基
地，到2025年，建成20个以上市级体育产
业基地，打造多项原创竞技体育赛事品
牌和群众体育品牌赛事，体育产业总规
模达到1000亿元。

五是体育文化建设取得新突破。体
育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天津
城市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独特作用更加
彰显，体育文化的时代内涵更加丰富，中
华体育精神和以天津女排精神为核心的
天津体育精神得到进一步弘扬。天津传
统体育文化保护与继承更有成效，涌现一
批优秀体育文化作品，培育一批天津本土
体育文化品牌，实施体育文化传播工程。

六是体育基础性工作取得新进展。

全面加强体育法治建设，体育部门依法
行政能力全面提高。深化我市体育领域
“放管服”改革，提升体育治理现代化水
平。体育人才基础更加厚实，体育彩票、
体育信息化、体育宣传等工作迈上新台
阶，有序推动智慧体育工程建设。

七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实效。

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加大京
津冀体育交流合作，积极推动竞技体育、
群众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赛事、体育产
业等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形成京津冀
体育发展新格局。充分利用天津蓟州国
家冰上项目训练基地，使其成为天津推
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北京非首都功
能、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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