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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5年，海
南因地制宜、利用气候
优势举办的环岛国际自
行车赛、大帆船赛和高
尔夫球公开赛水平和影
响力越来越大。每年的
3月、10月和12月，国
内外的知名大帆船队、
自行车队和高尔夫球好
手齐聚海南，这些比赛
不但提升了海南的国际
知名度，也让海南人能
在家门口和国内外名将
近距离接触。

在欣赏高水平比
赛的同时，海南人没有
只看不练，跳健身操、
骑自行车、跑步、踢足
球，这些运动让海南人
的 身 体 素 质 有 了 提
高。1000多名海南体
育指导员和省内500多
条全民健身路径为海
南人运动提供了新的
选择。

海南竞技体育走
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
道路，不但在水上、拳
击和举重等项目的全
国比赛中夺金，还参加
了亚运会、奥运会和青
奥会。海南博盈海汉
足球队跻身全国足球
乙级联赛，结束了海南
建省以来没有职业队
的尴尬历史。

国际赛事精彩纷呈 全民健身红红火火

体育小省亦风流

海南倾力打造
三大国际比赛

环海南岛国际自行车赛、环海南岛
大帆船赛和海南公开赛（高尔夫球）三
项大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和海南省人
民政府主办，是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
国家战略之后，海南倾力打造的大型高
端国际品牌赛事。这三项赛事旨在进
一步推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更好地
向世界宣传、推介海南，提高海南的国
际知名度。

2006年首届环岛自行车赛在国际
自行车运动联盟注册等级为洲际2.2
级。比赛总里程约900公里，比赛分6
个赛段进行，6天完成。大赛总奖金10
万美元，当时尽管有16支国内外自行
车队参加，但水平有限，没有顶级职业
队参加。经过几年的发展，特别是在

“十二五”期间，环岛国际自行车赛已成
为亚洲顶级2·HC级别的洲际赛，总奖
金数由10万美元递增到35万美元。
环岛赛参赛队伍涵盖国际自行车运动
联盟（URI）职业队、UCI洲际职业队、
UCI洲际队和国家队四个层次，每年参
赛队伍控制在20支左右，将经过除三
沙市外的18个市县，路线设计涵盖平
路、丘陵、山地、计时等公路赛的所有类
型，全程约1400公里。竞技水平高、比
赛过程精彩激烈、围观群众热情高涨是
环岛赛的显著特征。

举办之初环岛国际大帆船赛只是
“半环”赛事——2010年“环东”、2011
年“环西”，从2012年起则开始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全环”。从“半环”到“全
环”的变身，使环岛国际大帆船赛成为
中国第一个大帆船多日拉力赛。尤其
2014年的大赛，拉力赛赛程由近500
海里增加到680海里，毫无疑问成为中
国航线最长、竞技水平最高的大帆船赛
事。海南公开赛（高尔夫球）自2009年
创立至今已有6年的历史，前身为“海
南金椰子高尔夫球公开赛”，经历6年
的发展和沉淀，海南公开赛从原有的业

余公开赛发展成“职业赛、青少年赛及
业余赛”三项赛事，具有“高度、广度、深
度”的全方位纵深发展的完善高尔夫赛
事体系。

作为2·HC亚洲顶级赛事，近年
来，环岛赛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力日益发
展壮大。中央电视台在2014环岛赛全
程9个赛段中选取澄迈绕圈赛，海口-
文昌、万宁-三亚3个赛段进行现场直
播。

2015年，中央电视台全程直播了环
岛自行车赛。在环岛自行车比赛的赛段
中，既有蜿蜒秀美的海岸风光，又有浓郁
的黎苗少数民族风情。这些极具吸引力
的元素在环岛赛的电视直播中，多角度、
多层次地呈现在世界面前，这对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推广以及相关市县的形象
宣传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海南全民健身
红红火火

海南长夏无冬，是进行户外运动的
好地方。“十二五”期间，在政府指导下，
海南大力培养体育指导员，依托体育协
会带动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

最近3年，我省投资2000多万元，
在省内各市县修建了500多条全民健
身路径。此外，我省已经在各市县实施
了“雪炭工程”。这是国家体育总局贯
彻《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为满足“老、
少、边、穷”地区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
求，利用彩票公益金在全国范围内援建
综合性公共体育设施的活动。最近几
年，海南加快了自行车绿道建设。先后
投入使用的6条绿道，道路总长250多
公里。

我省从2009年开始培养体育指导
员，他们对引导我省群众开展健身活动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了培养群众的
健身兴趣，满足群众的健身需求，由中
央和省里出资，我省已先后培养了
10000多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其中国
家级体育指导员有180多人，一级体育

指导员2600多人。这些社会体育指导
员分别来自山地户外、健身气功、健身
操、广场舞、太极拳、三大球、网球、高尔
夫球、自行车骑行等项目。我省的广场
舞这几年开展得红红火火，和广场舞指
导员的辛勤劳动密不可分。目前，我省
人均体育指导员的比率千分之一点二，
处于国内中游水平。“十二五”期间，我
省共成立了54个省级体育组织，这些
组织切实肩负起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
人民体质的作用。

几年前，重新改组成立的省足球协
会先后举办了省足球锦标赛和青少年
足球调赛，省内18个市县先后派队参
加了省足球锦标赛。由海口市足球协
会主办的海口足球联赛一共举办了9
年，比赛影响力、竞技水平较高，吸引了
父子、兄弟相继参赛。最近两年，随着
足球热的升温，海口市的五人制足球场
一下子多了起来，海口的五人制足球赛
相继举办。在海南，踢足球不再是年轻
人的专利，四五十岁的中年大叔同样可
以享受足球的快乐。

十几年前，海南的国际象棋人口还
不足50人。在省国际象棋协会的努力
下，海口、三亚、琼海、儋州、文昌等市县
的一些重点小学和幼儿园先后有30多
万人学会了下国际象棋，从1998年开
始，由省体育总会主办的“力加杯”省排
球联赛举行了17届。期间，该比赛只
因北京奥运会而停办了一届。这项比
赛采用“九人制”，极具海南特色。每逢
比赛，场馆大都爆满。九人排球深受海
南人的喜欢，特别是在农村，空闲时间
打一场排球是一大享受。

海南竞技体育
不甘落后

在2013年沈阳全运会上，海南代
表团获得了男子拳击52公斤级和男子
帆船470级两枚金牌，这是海南建省后
在全运会上获得的最好成绩。由于资
金等原因，建省后海南的竞技体育和国

内其他省份相比，发展较为缓慢，但海
南体育部门并未原地踏步，而是走出了
一条适合海南人身体条件的竞技体育
之路。

海南四面环海，适合开展水上运
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国内帆船
帆板队便开始赴海南冬训。海南建省
后，帆船帆板成了海南竞技体育的龙
头项目。特别是在“十二五”期间，海
南帆船帆板队多次在全国大赛上摘金
夺银，也曾代表国家队参加过世界锦
标赛。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男子
帆船470级赛场上，出现了海南本土
选手邓道坤和王伟东的身影，那是海
南竞技体育人值得欣慰的时刻。海南
竞技体育的另一个拳头项目是中小级
别拳击，该队2003年成立，队员大都
来自海南本土。经过10年的磨砺，海
南拳击队终于在2012年的全国拳击
锦标赛和冠军赛上取得了3枚金牌。
在2013年的沈阳全运会上，麦清贤取
得了历史性突破，为我省队获得了第
一枚全运会拳击金牌。在2014年南
京第二届青奥会男子举重56公斤级比
赛中，代表国家队参赛的海南17岁举
重小将蒙成以抓举128公斤、挺举155
公斤、总成绩283公斤获得金牌。这
也是我省历史上获得的第一枚青奥会
金牌。

在“十二五”期间，海南男子470级
组合邓道坤和王伟东、拳击52公斤级
的麦清贤、56公斤的游伦海和刁健豪、
64公斤级的符开省、男子举重56公斤
级陈雄、蒙成和吉国华等人先后入选了
国家队。2015年，海南足球有了较大
的突破。海南博盈海汉队在当年5月
份成立，年底便从全国业余联赛总决赛
（丙级）中杀出重围，获得了参加2016
年全国乙级联赛的资格。在中国职业
足球的版图中，终于有了海南足球的位
置。2015年海南女足也不甘示弱，琼
中女子在瑞典举行的“哥德堡杯”世界
青少年足球锦标赛12岁女子组比赛
中，夺得了冠军。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

■本报记者 王黎刚

2015第六届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全民健身运动会上运动员在进行趣味板鞋赛跑项目竞赛。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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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彩华彩““十二五十二五”·”·

2015年8月，省政府《关于加快发
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
出炉，《意见》表示，到2025年，全省体育
产业总规模超过275亿元。体育服务
业在体育产业的比重逾70%。城乡实
现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全覆盖，全省人均
可用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平方米，社区
体育健身俱乐部覆盖率达80%以上。

《意见》明确我省将优先发展全民
健身服务业，多措并举，建设满足公众
需求的设施体系，积极推动政府机关、
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等各级各类公
共体育场馆、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
放。鼓励兴办体育健身俱乐部，带动
全民健身消费。构建各级各类体育社
会组织体系，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
伍建设，力争到2025年全省注册社会
体育指导员达到总人口的1.5‰以上。

培育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业。逐
步建立和完善以环海南岛国际公路
自行车赛、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
海南高尔夫公开赛等“三大赛事”为
龙头的赛事产业体系。

大力发展海上休闲运动业。大
力发展潜水、冲浪、滑水、海钓、龙舟、
帆船、帆板、大帆船和游艇等海上休
闲运动产业，推动海上体育旅游发
展，并带动漂流、登山、骑行、越野、攀
岩、沙滩排球、沙滩足球、滑翔伞、动
力伞、热气球、航空模型等陆地和空
中项目，形成以海引领、陆空跟进的
休闲运动产业格局。

加快发展体育冬训产业。落实
《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在海南建
设国家足球训练基地，使之成为能满
足国内外职业球队冬训的国际足球
训练基地。

2025年：

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覆盖率将达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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