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8月18日，在第五届省运
会闭幕式上，儋州市正式接过省运会
会旗，第六届省运会正式进入“儋州时
间”、列入“儋州方案”。第六届省运会
2022年8月19日至8月30日将在儋
州市举办。

“省运会是集体育、政治、经济、文
化、环境等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体育
盛会，其成功举办，对促进全省体育事
业产业发展、加快承办城市的经济文
化建设和社会进步，都将起到积极作
用，产生深远影响。”省旅文厅副厅长
杨新利说。

2021年8月，省旅文厅选派3名
经验丰富、参加过亚沙会筹备工作的
专家，到第六届省运会儋州市组委会

指导，构建省旅文厅与儋州市快速有
效沟通协调机制。杨新利说，省市携
手创优质服务，办全民盛会，争优异成
绩，展奋进形象，力争把第六届省运会
办成促进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增强
人民健康、共享美好生活的综合性体
育盛会；力争给全省人民和中外游客
奉献一届精彩纷呈、影响深远的综合
性运动会；力争办成符合海南省情、惠
及海南百姓、具有浓郁全民健身氛围、
真正体现全民参与的体育比赛盛宴，
促进海南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
业协调发展，为加快海南自贸港建设
作贡献。

“儋州能够承办第六届省运会，
让儋州人民深感光荣和自豪。近3

年来，儋州按照省委、省政府‘办好一
次会，搞活一座城’的要求，与推动海
南自贸港建设和儋州洋浦一体化发
展紧密结合，高质量做好第六届省运
会筹备工作。”邹广说，2018 年 11
月，第六届省运会儋州市筹备委员会
成立，连续3年将第六届省运会筹备
工作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将相关经费
列入财政预算，给予全力保障。
2021年4月，第六届省运会儋州市组
委会正式成立，明确第六届省运会指
导思想、总体目标、组织架构与工作
职责，下设办公室、宣传推广部、体育
竞赛部、综合保障部等部门，各部门
主任由市委、市政府分管负责人担
任，抽调人员组成工作专班集中办

公，研究出台系列细化工作方案，建
立指挥体系和管理体系，每周开工作
调度会，确保第六届省运会各项筹备
工作有序推进、有效落实。

“儋州人民非常热爱体育运动，非
常支持体育赛事落地儋州，将发扬主
人翁精神，用心用情，倾智倾力，以最
好服务当好东道主。”儋州市副市长朱
江说，儋州推动体育改革，把群众喜闻
乐见的体育竞赛活动纳入第六届省运
会，注重群众项目拓展。第六届省运
会设置36项群众体育比赛项目，都是
近年来发展迅速并深受群众喜爱的项
目，充分体现趣味性、民族性，富有鲜
明的海南特色，引导群众自觉参加体
育健身活动。

体育场馆建设是办好第六届省运
会的基础支撑，儋州市以前一直缺乏
承办省运会等大型运动会的场馆设
施，为补齐城市建设中现代化大型体
育设施缺乏的短板。近3年来，投入
大量资金建设现代化大型体育设施，
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解决承办省运
会等大型运动会的难题。“经过3年的
积极筹备，儋州已具备承办第六届省
运会的基础和能力。”朱江说，第六届
省运会主会场设在儋州市体育中心，
2019年7月，投资14.6亿元，开工建
设儋州市体育中心“一场两馆”项目，
总占地面积24.5万平方米，建有体育
场和体育馆、游泳馆，广场以及绿化等
配套设施。

1月6日，海南日报记者在刚竣工
交付的儋州市体育中心“一场两馆”看
到，体育场和体育馆、游泳馆外观现代
时尚，内部功能齐全。体育场可容纳
3万名观众，体育馆可容纳3000名观
众，游泳馆可容纳1000名观众。这是
海南首个装配式体育场馆，装配率达
51%，用预制蒸压加气混凝土板材装
配，施工周期快，外观效果好，引进测
量机器人应用、幕墙全系统模型创建、
大跨度管桁架虚拟施工技术预演，以
及数字化质量样板交底等新技术，实
现项目施工和虚拟操作的无缝衔接，
确保工程质量。

按照要求，儋州把一些体育比赛
项目放在学校体育场馆举行，这样能

更好地推动学校体育运动开展。近3
年来，儋州市对14处场馆进行修缮和
改建，其中包括海南大学儋州校区体
育馆、4所中小学校体育场馆，以及那
大镇全民健身中心、云月湖及花果山
自行车道、滨海新区相关场馆、古盐田
高尔夫球场等。着眼于推进儋州洋浦
一体化发展，滨海新区赛区包括滨海
新区与洋浦，两地体育场馆并用。截
至目前，儋州基本完成全部比赛场馆、
体育设施的建设。

儋州市运动员公寓、接待酒店及
生活配套设施，完全能满足第六届省
运会办赛的需求。在与儋州市体育中
心相邻的运动员公寓工地，海南日报
记者看到，9栋高楼均已封顶，工人正

在加快装修施工。运动员公寓总投资
6.4亿元，建设1052套住房，可同时容
纳6000人入住。投资方项目部负责
人吉祥勃说：“科学合理抢工期，确保
今年6月30日前竣工验收。”

“儋州积累较为丰富的体育办赛
经验，近年来，儋州大力开展调声文化
节、东坡文化节、国际马拉松赛等‘三
节两赛’大型文体活动，不断培育体育
赛事品牌，积累宝贵的办赛经验。”儋
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陶涛说，儋州
国际马拉松赛已成功举办11届、儋州
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已成功举办
12届，将发挥办赛经验丰富的优势，
全力办好第六届省运会。

（本报那大1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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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1 月 1日，儋州市体
育中心“一场两馆”项目
的现代化设施体育场、体
育馆和游泳馆陆续交付
使用。当天，在新竣工交
付的儋州市体育中心新
闻发布室，举行海南省第
六届运动会启动倒计时
仪式，距离2022年8月
19日第六届省运会开幕
还有230天。

“3 年多的努力工
作，为的是兑现一份庄
严承诺。儋州市将乘儋
州洋浦一体化发展东
风，以最饱满的精神，最
真诚的心愿，最周到的
服务，充分展示海南自
贸港建设和儋州洋浦一
体化发展的美好新形
象，激发儋州洋浦一体
化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向全省人民奉献一届有
特色、高水平的省运
会。”儋州市委副书记、
市长邹广说，儋州按照
省委、省政府“办好一次
会，搞活一座城”的要
求，聚焦“顶层谋划与统
筹协调”“竞赛筹备与运
行保障”“大型活动与宣
传推广”3条战线；抓好
“那大赛区”“滨海新区
赛区（含洋浦）”2个赛
区；确定第六届省运会
筹备工作进程和重要里
程碑一条时间轴，按照
“三线、两区、一轴”的工
作思路，挂图作战、压茬
推进，科学有序地加快
场馆设施建设，做好备
战训练、竞赛组织、志愿
者服务等筹备工作。

推动儋洋一体化发展，儋州全力筹备第六届省运会

办好全民盛会 激发城市活力

省运会冲浪项目落户万宁
本报那大1月9日电（特约记者李珂）1月9

日，从第六届省运会组委会获悉，第六届省运会冲
浪项目落户万宁。

近年来，万宁致力于推进“体育+旅游”产业
深度融合，打造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市。万宁已连
续举办12届万宁国际冲浪赛，承办今年第十四届
全运会冲浪项目比赛。“第六届省运会冲浪项目落
户万宁，将延续以往办赛的高标准严要求，确保赛
事圆满完成。”万宁市委常委杨志斌说，将主要面
向省内的冲浪俱乐部和各省市驻海南训练队选拔
参赛选手。万宁日月湾的冲浪俱乐部已增到30
家以上，呈现井喷式增长，运动员选拔基础非常扎
实。在服装、宣传和氛围营造等方面，尽量联动日
月湾的各冲浪俱乐部，体现万宁和海南特色。在
确保疫情防控下，加强同省厅及儋州主会场紧密
对接，确保冲浪项目比赛顺利进行。将把万宁的
一些特色产品，如兴隆咖啡、冲浪和低空滑翔设备
等摆放在主会场，展示万宁特色，推动万宁体育旅
游示范市的建设。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儋州市高质量做好第六届省运会
保障工作，全力破解运动员公寓项目建
设遇到的堵点难题，加快项目建设速
度。2021年6月23日，运动员公寓项
目“拿地即开工”，仅用150天时间，运
动员公寓4栋18层楼房、3栋17层楼
房、1栋15层楼房和1栋14层楼房全部
封顶，跑出“加速度”。今年1月6日，海
南日报记者在项目工地看到，1200名
施工人员正在有序地加快施工。

儋州市运动员公寓项目是第六届
省运会重点保障项目之一。2021年3
月，儋州市委、市政府确定建设总投资
6.4 亿元的运动员公寓项目，建设
1052套住房，2022年6月30日前，确
保运动员公寓交付使用，满足6000人
入住需求。

政府职能部门协调联动，提前介
入做好项目建设前期工作。儋州市构
建1+N+1项目服务模式，建立市委主
要负责人，市住建局、市自规局、市发
改委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用地所属乡

镇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联动机制，
提前介入，提前审批施工许可证，精准
施策，推进运动员公寓项目各项开工
前准备工作，确保2021年6月23日
项目“拿地即开工”。儋州市征收部
门、那大镇政府组成土地征收专班，解
决多年来征用地青苗、树木、构筑物等
未得到补偿等历史遗留问题，仅用7
天时间就完成65亩项目用地征收清
表。2021年5月，在项目用地挂牌出
让期间，儋州市自规部门同步委托第
三方机构开展地勘和建设项目方案设

计，在保利（海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竞拍得土地使用权时，地勘和建设项
目方案设计已完成，节省45天时间。
该市水务、供电、交通等部门提前解决
项目建设用水、用电和临时道路问题，
确保施工人员进场就能开工。

优化项目审批服务，压缩审批时
限。儋州市政府职能部门探索项目审
批与建设并联推进机制，简化审批流
程，监督指导项目投资方同步办理规
划设计、施工许可证等相关审批手续，
实现“拿地即开工”。

强化责任落实，挂图作战推动项
目建设加快。儋州市政府负责人牵
头，带领市发改、自规、住建等部门，每
周定期到运动员公寓项目工地现场办
公，实时跟踪督导检查项目进度，现场
协调解决项目建设难题。安排专人协
助施工单位做好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
理等，优化施工方案，先后开20多次施
工方案推演专题会，倒排工期，挂图作
战，把施工任务分解到月、安排到天、具
体到点，保质保量加快运动员公寓项
目建设。 （本报那大1月9日电）

儋州提前介入破解难题，加快运动员公寓项目建设

“拿地即开工”项目加速跑

第六届省运会发出征集令
有奖征集会徽、口号、吉祥物、会歌
及场馆名称

本报那大1月9日电（特约记者李珂）1月9
日，从第六届省运会儋州市组委会获悉，第六届省
运会会徽、口号、吉祥物、会歌及场馆名称征集方
案出台，面向社会有奖征集。

“第六届省运会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实施后的首届省运会，也是儋州洋浦一体化
发展背景下，在儋州举办的全省性体育赛事，对促
进海南自贸港建设，推动儋州体育事业产业发展，
提升儋州城市功能和城市品牌，以及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加快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进程，将产生积
极作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儋州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陶涛说，从1月1日起，启动第六届省运
会会徽、口号、吉祥物、会歌及场馆名称征集活动，
欢迎关心支持第六届省运会的各界人士和团队积
极参与。

谈及征集作品的标准时，陶涛指出，根据省运
会的特点，征集作品要求是原创作品，具有鲜明时
代特征，充分体现海南自贸港建设美好前景，以及
儋州历史文化特色；充分体现“团结奋进、拼搏向
上、全民参与”的体育精神；集思想性、艺术性、观
赏性、传播性于一体，突显第六届省运会及儋州要
素，有地域特色，有文化内涵。所有来稿请投递到
第六届省运会儋州市组委会邮箱 ：dzsz-
wh2022@163.com。在儋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
站可查询征集活动细则。征集活动由第六届省运
会儋州市组委会统一组织实施，最终解释权归第
六届省运会组委会。

省运会设置
竞技体育项目16大项
15大项比赛在儋州举行

本报那大1月9日电（特约记者李珂）1月9
日从第六届省运会组委会获悉，第六届省运会开
幕式、闭幕式分别定于2022年8月19日、30日在
儋州市体育中心举办。竞技体育项目比赛于8月
20日至30日分别在儋州市区、滨海新区、洋浦经
济开发区和万宁市举办。群众体育项目比赛定于
7月在儋州举办。

第六届省运会竞技体育项目共设16大项
369个小项，分别为帆船、帆板、拳击、举重、田径、
沙滩排球、冲浪、跆拳道、足球、高尔夫球、游泳、篮
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自行车项目，其中冲浪
项目比赛在万宁市举办，其余15大项比赛均在儋
州市举办。

第六届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设3类36项。
传统类28项：篮球、排球（九人）、乒乓球、羽毛
球、足球（五人）、门球、网球、气排球、五子棋、
围棋、象棋、国际象棋、桥牌、广场舞、射箭、飞
镖、武术、健身气功、台球、轮滑、健身健美、橄
榄球、地掷球、瑜伽、跳绳、健身腰鼓、攀岩、街
舞；趣味类3项：提水抗旱、背“媳妇”、五绳拔
河；民族类5项：高脚竞速、珍珠球、押加、射弩、
爬椰树。除门球、网球、台球、橄榄球、地掷球
等5个项目由其他市县承办外，其他项目活动
举办地均设在儋州市。

第六届省运会项目增多、参赛人数增加

历届省运会中规模最大
本报那大1月9日电（特约记者李珂）1月9

日，从第六届省运会组委会获悉，第六届省运会是
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我省举办的大型综合运动
会，是历届省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运动会。将创
新办赛理念，完善筹备工作机制，真正做到“办好
一次会，搞活一座城”。

为让更多的高水平运动员参赛，真正检验全
省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第六届省运会竞技体育项
目设置，除了继续保持突出我省竞技体育重点项目
大项设置外，以有利于项目发展和赛出全省最高水
平为出发点，对各小项设置和年龄分组进行反复研
究、确认，项目设置比上届有所增加。第六届省运
会比第五届省运会增加1个大项、81个小项，参加
运动员人数将会有所增加。将结合2022年海南省
全民健身运动会比赛项目设置，通过把群众喜闻乐
见的体育竞赛活动纳入省运会，引导群众自觉参加
体育健身活动，积极营造人人参与省运会的浓厚氛
围，力争掀起全民健身新热潮。

省运会新闻点击

①儋州市体育中心首次亮灯，美轮美奂。
②竹竿舞表演。

③太极拳展演。
④儋州调声现场表演。本版图片均由 黎有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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