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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活动蔚然成风也带动了虹口体
育产业的全面升级。近年来，虹口体育强化

“放管服”，加大力度引入更多、更强的体育类
企业进驻虹口，积极培育和引进体育类独角
兽企业，区域体育产业呈现加速发展态势。

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根据目前已公布的统计显示，虹口区内
体育企业注册数量不断增长，2015年区内体
育企业数量为 121家，2016年 217家，2017年
达到389家，数量上位居全市各区第7位。体
育产业规模也持续扩大，年度体育产业总规
模从 2015年的 53.03亿元，到 2016年为 68.67
亿元，直至 2017 年体育类企业总规模达到
106.84亿元，总规模排名全市各区第 4位，其
中总规模亿元以上企业有9家。

布局明确特色鲜明

2018年，虹口区出台了《虹口区加快体育
产业发展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方案》和《虹口
区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意见》，根据南中北功
能区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历史积淀，明确布局
和特色，打造以虹口足球场为中心的市级体
育产业集聚区、北外滩水岸运动休闲带以及
叠加体育要素的特色产业园区。以滔搏、锐
力、宝原为代表的体育用品销售企业呈现迅
猛发展势头，以虎扑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体
育”企业高速成长，以美帆体育为代表的赛事

公司落户虹口，进一步激活虹口赛事活动市
场。环虹口足球场区域紧紧围绕足球运动主
题，形成了有明显优势和辐射带动作用的城
市地标和消费聚集地。

近年来，虹口区先后有 24家优秀企业入
围上海体育企业500强，为虹口体育企业的良
性发展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虎扑、长远被
评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单位”，锐力被评为

“上海市体育产业示范单位”，“路人王”赛事
入选国家体育产业优秀项目名录。

高端品牌赛事汇聚

虹口区积极对接上海市“打造国际体育
赛事之都”的战略目标，承办国际、国内、上海
市多项重大赛事活动，品牌赛事汇聚，以赛聚
企、以赛兴业，虹口体育产业活力持续迸发。

继在虹口足球场每年承办“中国足球协
会超级联赛”“中国足球协会杯赛”两项赛事，
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上海赛区的比赛
也落户虹口。2018年又成功引进承办了“上
海杯”诺卡拉帆船赛暨诺卡拉亚洲锦标赛。
2019年 6月，“一带一路”中国拳击精英赛首
度在虹口体育馆举行。7月，唯一一个在海外
举行的英超官方主办赛事“英超亚洲杯”，以
及国际足球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季前商业性赛
事“国际冠军杯”先后在虹口足球场举办。8
月 31日，在上海举办的篮球世界杯球迷互动
区开幕式也走进了白玉兰广场。

序 言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在部署推动体育强国建设中，把体育事业摆在了更加重要的

位置，满足人民需要，反映人民意愿，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育对于人文精神的价值同样深植
于每个人的心中。奥运会“更高、更快、更强”的格言我们永远铭记，但运动会不只是单纯的技能比拼，更是一种推
行体育教育和运动发展的方式，它帮助我们树立进取精神，获得最基本的价值观。即将召开的2019年虹口区运
动会就是我们虹口区人民的“奥运会”，是我们聚在一起，展示个性，表达愿望，共享运动、教育和文化之间相互促
进的盛会！并藉此展示虹口形象，践行城市精神，为虹口各项事业发展凝聚更多的正能量。

回首历史，1873年，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国际帆船赛，首届“上海杯”帆船赛在虹口扬子江码头附近的黄浦江水
域创办；1910年，中国近代体育史上历史最悠久、成立最早的民间体育团体，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在虹口起源；1922
年，上海最早开放的公用泳池，“工部局游泳池”投入使用，后改名“虹口游泳池”……百年体育，百年虹口！虹口区
是上海体育发展的重要源头，也是中国近现代体育项目的重要孕育地，在我国近现代体育及社会发展中有着较高
的历史地位。体育是虹口区域的历史骄傲，也是虹口未来发展的重要资源，更是虹口的一张名片。

审视当下，面对体育强国建设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推动体育发展、推广体育理念、倡导体育价值，已经成为全
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社会进步与美好生活目标一致的重要支撑。虹口区体育工作的发展必将推动虹口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开创新的局面！

海派文化源虹口，体育之城续辉煌！预祝2019年虹口区运动会圆满成功！

青少年体育在体育强国建设中居于战略
性、基础性的位置。虹口区一贯重视青少年
体育工作，积极探索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路
径，充分发挥区少体校的龙头带动作用，持续
强化运动队训练管理，深入推动体教结合和
社会力量办训。近年来，虹口区运动训练队
伍不断壮大，竞技体育竞争力不断提升。

抓队伍，体教结合、社会办训持续深化

目前虹口区开展体育训练项目 30项，其
中奥全运项目24项。除系统内少体校和体育
馆外，基层学校和社会组织共同办训的模式
也日趋成熟。虹口区少体校作为区内业余训
练龙头单位，承担了我区大量的训练比赛任
务，近年来成绩斐然，被国家体育总局评定为
2017－2020年周期“国家重点高水平体育后
备人才基地”，成绩位于上海所有 9个基地第
一，全国 119个基地的第 26位。自市体育局
开展评审以来，虹口区共有 6人次获评“优秀
教练员工作室”称号，5人次获评“明翔计划”
骨干青年教练员称号。

为加强体育传统校建设，深化课余训练
布局，虹口区制定颁布了《虹口区体教结合
促进计划（2016-2020 年）》。体教两家就教
练员进校园招生、特长生招生、规范训练机
制等建立了商量沟通机制，做实做强在基层
学校布局的集体训练项目。学校体育项目
一条龙布局工作持续推进，目前有复兴高级
中学排球校办二线队、长青学校武术校办二
线队等两所校办二线运动队，另有 13所市级
传统校。

根据市体育局开门办体育的要求，近年
来，区体育局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打开大门，
积极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业余训练和青少年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先后引进，马术、高尔夫、
水上项目、艺术体操等等多个优质办训单位
共同开展训练工作，并在 2018年上海市第十
六届运动会上取得较好成绩。

抓输送，重大比赛成绩显著

为提升训练质量，提高运动水平，充分发
挥优秀教练员工作室带头人、上海市“明翔计

划”青年骨干教练员的引领作用，虹口区重视
强化运动队的训练和管理，2014-2018年周期
内共向上级训练单位输送运动员170名，其中
有25名输送至上海队。作为市队区办的虹口
花剑运动队，先后培养和输送了100余名优秀
运动员，40余名入选国家队，涌现出叶冲、汪
兴琪，张杰、袁力、叶琳、陈飚、张莹等十几名
世界和亚洲水平的运动员，在刚刚结束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获得 1枚
银牌，一个第五，一个第八名的成绩。

在 2017 年天津全运会上海体育代表团
中，虹口培养输送的 56名运动员亮相决赛赛
场，最终共有5人次获金牌、12人次获银牌、5
人次获铜牌。2018年市运会中，虹口代表团
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奖牌、总分
均列第 11名，并获得奥运、全运、青运突出贡
献奖第五名，2015-2018年度上海市青少年体
育十项系列赛优胜奖第 8名。在刚刚结束的
2019年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中，虹口区培
养的运动员斩获 3金 3银 2铜，另与宝山共同
培养攀岩运动员1人获2枚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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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回望改革开放40年，虹口体育与上海社会发展同步前进，

群众体育从小到大、竞技体育从弱到强、体育设施从少到多、体
育产业从无到有。体育为发展注入动力，让城市充满活力。

值此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虹口体育号角嘹亮、
步履铿锵再出发！虹口区全体体育工作者将紧紧围绕学习
宣传和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这条主线，围绕十一届市委三次
全会精神和李强书记调研虹口时的指示要求，紧扣上海建设

“五个中心”、构筑“四大优势”、打响“四大品牌”，以“更好、更
高、更快、更强”为工作追求，进一步凝心聚力，高标准持续推
进虹口体育工作，书写虹口体育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近年来，按照市体育局提出“打造全球
著名体育城市”和“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战
略目标，贯彻落实虹口区“实施高标准管理、
实现高水平发展、打造高品质生活”的要求，
虹口区全民健身工作积极创新办赛模式，完
善服务体系，市民覆盖面和参与度不断扩
大，市民获得感和满意度显著提升。
在喜迎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虹
口区全民健身再次掀起新热潮、绽放
新华彩。

全民健身赛事“花开”申城

坚持需求导向、辐射不同群体，
注重整合资源、释放市场活力，虹口
区全民健身赛事遍地开花。近几年，
虹口区每年开展区级以上赛事活动
40次左右，参与者达6万余人次。申
城最文艺的路跑赛“易跑”、浦西第一
高楼白玉兰广场国际垂直登高大奖
赛、“斯蒂卡杯”全国乒乓球巡回赛、
七夕情侣跑等一系列颇具虹口特色
的群众性赛事也正日渐从区域品牌
成长为上海品牌，赛事体系不断完
善，办赛标准更加细化，赛事服务逐
步提升。

为进一步营造全民健身浓厚氛
围，探索“政府主导、社团主办、媒体
宣传、中介参与、企业支持”五位一体
办赛新模式，打造虹口全民健身品牌
赛事，2019年，以区运会为契机，“虹
口·谁是联赛王”这一全民健身区域
品牌再次构建了特有的“单赛称王、
双赛PK”赛事体系，5大项目联赛、15
个项目的系列赛，近50场赛事从4月
一直持续到11月。

公共服务功能实现突破

在贯彻落实《上海市全民健身实
施计划（2016-2020年）》《“健康上海
2030”规划纲要》背景下，虹口区以

“体医融合、部门联动、优势互补、惠
及群众”为原则，依托体育及卫生资
源进行多方整合。区体育局与区卫
健委在“十三五”期间联合开展“万步
有约”职业人群运动干预、健身气功
对职业人群体质增强的研究等项目，不断尝
试和创新“体医结合”的工作内容。2018
年，双方携手于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推进
虹口区“体医联建站”试点建设工作，将体质
监测与医学体检、中医养生相结合，打造虹
口区首个“国医强优”体医结合示范基地。

近年来，全区广泛开展社区体育“你点
我送”配送服务，不断创新公共服务新功能，
加快“健康虹口”的建设步伐。2016至2018
年共为 15000余人次的虹口市民提供体质
测试服务，体质达标率逐年上升，平均达标
率 96.9%。同时，虹口区已经建设 8个社会

体育指导员社区指导站，拥有各级社
会体育指导员 2198人，其中国家级
社会体育指导员 24人，全区基本形
成了以区、街道、居委会组成的全民
健身三级网络层次架构。

体育设施建设为民惠民

只有建设好体育场地设施，群众
健身才能有好去处。在寸土寸金的
上海，土地资源相对不足，如何破解
市民“健身去哪里”的难题？虹口区
在上海市中心城区健身场地增量供
给方面不断探索。

一是规划引领。积极推进“十三
五”规划中设定明确的南部北外滩
78号地块、北部彩虹湾公共服务设
施内两个区级市民健身中心的建
设。二是将“市民工程”建设纳入区
政府实事项目。截至目前，全区有区
属体育场馆6个、区级市民体质监测
指导中心1个、社区级市民体质监测
站 3个、益智健身苑点（社区健身苑
点）416个、社区公共运动场17处、百
姓健身房 2个、市民健身步道 22条。
此外，我们还会同区卫健委积极推进
覆盖全区的“智慧健康小屋”建设。
三是统筹利用资源，结合部队停偿、
拆违地块“边角料”及屋顶闲置空间
等建设体育设施。如：在区绿化市容
部门支持下，原占地1万多平方米的
广粤路花鸟市场和建材市场变身成
为广粤运动公园。四是加大存量空
间的改造更新力度。虹口足球场一
期改造工程、虹口体育馆训练馆改扩
建项目、虹口游泳学校游泳馆大修项
目等顺利完工并投入使用。五是充
分利用好学校场地资源。在区教育
局的大力推进下学校场地开放工作
不断扩大，截至2018年底，虹口区有

56所学校试点实施体育场地对市民开放，
预计到 2020年，全区符合条件的学校将全
部开放。星罗棋布的健身场所为居住在周
围的市民提供了便利、专业的健身服务，获
得市民群众普遍好评，真正打通全民健身

“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