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 育

综 述

揖概况铱 2016 年袁 全市体育工作围
绕野强富美高冶新无锡建设大局袁把
握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和产业强市战
略大势袁 统筹推进各地区体育事业
平衡发展袁 全市群众体育尧 竞技体
育尧体育产业协调发展袁各项工作再
上新台阶遥无锡入选叶第一财经周刊曳
野中国运动氛围最浓 30 城冶袁 市尧县
渊市尧区冤两级 100%成功创建省级公
共体育服务示范区袁各县域 100%成
功创建国家级体育产业示范基地遥

渊薛圆圆冤
揖新五年战略规划基本形成铱 2016
年袁市体育局全面评估总结叶无锡市
体育野十二五冶专项规划曳叶全民健身
实施计划 渊2011耀2015 年冤曳 实施情
况袁科学谋划新一轮体育发展格局袁
以体育服务中心尧服务大局尧服务民
生尧服务经济为指导思想袁编制出台
叶无锡市体育事业发展 野十三五冶规
划曳叶全民健身实施计划渊2016耀2020
年冤曳和叶无锡市体育产业发展野十三
五冶规划曳遥 促进共建共享袁拉动体育
消费袁发挥政府资金导向作用袁正式
出台 叶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实施
办法曳遥 主动融入全市野产业四化冶建
设袁加快制定叶无锡市关于加快发展
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
见曳袁推动体育与经济尧教育尧文化尧

科技尧旅游等互利互惠共赢遥
渊薛圆圆冤

揖全民健身工作再上台阶铱 2016
年袁 无锡市各地体育公共服务均衡
发展袁市本级和市渊县尧区冤100%成功
创建江苏省公共体育服务示范区袁
江阴市被国家体育总局指定为全国
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示范观
摩县市遥 10 分钟体育健身圈提档升
级遥 在金匮公园尧尚贤河公园新建笼
式足球场尧篮球场袁配建带有智慧导
视系统的健身步道曰 完成滨湖区和
梁溪区公共室外健身器材更新新
建袁包括健身路径 170 多套尧室外篮
球架 23 件尧乒乓球桌 63 张曰市渊县尧
区冤 级政府加大公共体育设施建设
力度袁 宜兴市体育公园老体育馆完
成改造袁 惠山区全民健身中心主体
建设竣工袁 江阴市全民健身综合馆
建设立项遥 公共体育服务能力提升遥
野3+2冶 基层体育社团实现乡镇 渊街
道冤全覆盖袁全市新成立市级体育单
项协会 3 家尧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 18
家袁 新评定 5A 级体育社团 1 家尧4A
级 6 家尧3A 级 1 家曰体育行业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强化袁 组织二级以上社
会体育指导员培训 1600 人次袁开展
游泳尧 跆拳道等单项职业技能鉴定
培训和考核 1000 余人次曰城镇居民
医保个人账户结余用于运动健身全
面启动曰全民健身更加科学化袁在全
国率先制定 叶无锡市民科学健身基
本素养渊2016 版冤曳袁普及推广科学健
身袁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尧江南大学等

首批 6 个野e 动锡城冶智慧健身馆启
用袁 省级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指导
站增至 7 个遥 全民健身活动广泛开
展遥 网民公益体育大会做到每月一
项目尧月月有活动袁区域影响力不断
增强袁 首场活动环太湖徒步大会参
与人数达 27000 人遥 野体育超市冶坚
持每周末在市体育公园举办袁 每场
服务市民超 5000 人次遥 组织参加江
苏省第七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尧 中国
国际健身气功交流比赛大会袁 获得
优异成绩遥 以政府购买为导向袁鼓励
各市属单项协会承办野长三角冶地区
石锁交流赛尧省健身健美选拔赛尧市
体育舞蹈锦标赛等一批大规模的单
项活动遥

渊薛圆圆冤
揖竞技体育实力再提升铱 2016 年袁
全市加强省运会尧 全运会新周期备
战袁 成功注册省运会 24 个大项袁运
动员 1551 名尧教练员 139 名袁完成
第十九届省运会金牌签约遥 召开全
市体育系统反兴奋剂工作会议袁对
兴奋剂问题野零容忍冶遥 优化竞技人
才培养机制袁制定叶无锡市竞技体育
高层次人才引进实施办法曳袁市体校
引进国家级手枪速射教练员张建
伟尧赛艇国青队高级教练员龙奇遥 夯
实青少年体育基础袁制定叶市队校办
渊共建冤管理办法曳袁市队校办渊共建冤
运动队扩展到 11 个项目 15 所学
校遥 广泛开展青少年足球运动袁组织
校园足球夏令营和教练员培训班袁
举办江苏无锡野一带一路冶国际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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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无锡国际马拉松赛 渊薛圆圆 供稿冤

年足球友好邀请赛尧 巴西如来之子
佛光足球队无锡友谊赛尧 江苏省青
少年足球男子 U13尧U11 精英联赛遥
全市在省级青少年体育比赛中获冠
军 86 个袁培养和输送的运动员获全
国及以上比赛第一名 46 项尧第二名
24 项尧第三名 36 项袁在里约奥运会
上获得 1 枚银牌遥 民资组建的江苏
华兰篮球俱乐部成为苏锡常地区首
支职业篮球队遥

渊薛圆圆冤
揖体育产业快速发展铱 2016 年袁宜
兴市通过国家级渊县域冤体育产业示
范基地创建验收袁至此袁全市各县域
全部成功创建遥 全市新增省级体育
产业基地 4 个袁 江阴海澜成功创建
马术表演项目国家级基地遥 深化野管
办分离冶改革袁整合市属优质资源袁
组建无锡市体育产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遥 省市共建无锡智慧体育产业
园开园袁打造国内首家以野互联网+冶
为主题的体育产业孵化基地袁 睿健
时代尧汇跑等一批高成长性尧高科技
性体育相关企业入驻袁 园区一期入
驻率 100%袁年产值突破亿元遥 建设
体育类企业金融服务平台袁 推动本
地体育企业在江苏股权交易中心
野体育板冶挂牌融资袁以政府与社会

资本共同出资形式设立无锡体育产
业股权投资基金袁为中小型尧初创期
企业提供更多金融支持遥 推动体育尧
文化尧旅游融合发展袁全市 7 个体育
旅游项目获全国旅游精品项目袁占
全省一半遥 市属体育场馆发挥全民
健身主阵地作用袁野金牌服务冶 全年
无休袁 为大型赛事和活动提供优质
平台袁场馆服务野输出管理冶实现良
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遥 全市体育
彩票保持良好的销售态势袁 共销售
26.09 亿元袁增幅 14.56%袁增幅排名
全省第一袁总量继续列全省第二遥

渊薛圆圆冤
揖赛事品牌效应持续放大铱 2016
年袁 无锡市举办环太湖国际公路自
行车赛尧无锡国际马拉松尧亚洲击剑
锦标赛尧中国围棋棋王争霸赛尧全国
武术散打冠军赛等全国及以上大型
赛事袁代表中国成功申办 2018 年世
界击剑锦标赛尧2017 年亚洲乒乓球
锦标赛遥 2015 无锡国际马拉松被评
为中国田径协会野金牌赛事冶遥 与央
视以及法国拉加代尔尧 美国 IMG 等
转播商合作袁 环太湖国际公路自行
车赛尧无锡国际马拉松尧2016 年亚洲
击剑锦标赛实现国际尧国内直渊录冤
播袁落地直播最多达 110 余个国家和

地区袁有效提升野无锡冶野太湖冶的全球
野能见度冶遥 赛事衍生经济明显袁2016
年无锡国际马拉松直接拉动旅游尧餐
饮尧住宿尧购物尧交通等消费 2 亿元遥

渊薛圆圆冤

竞技体育

揖里约奥运会运动员凯旋铱 9 月 7
日袁 无锡市参加里约奥运会的运动
员许安琪尧孙晓尧陈晓佳和教练员王
国新返回无锡遥 市政府在君来世尊
酒店举行欢迎仪式袁 副市长华博雅
代表全市人民欢迎体育健儿凯旋遥
本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
为 711 人袁获 26 枚金牌尧18 枚银牌尧
26 枚铜牌袁排在奖牌榜第三位遥无锡
市培养的女子重剑运动员许安琪尧
孙晓尧陈晓佳袁教练员王国新 4 人参
加中国体育代表团遥 其中许安琪不
负众望袁 与队友一起夺得女子重剑
团体银牌袁这是无锡体育继 2012 年
伦敦奥运会获得铜牌后再次实现新
的突破遥

渊薛圆圆冤
揖全国棒球锦标赛铱 11 月 20耀28
日袁2016 年全国棒球锦标赛在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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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棒球运动训练基地举行遥 本次比
赛是年内最高级别的全国棒球赛
事袁分两个阶段进行袁采用单循环的
方式决出最终名次遥 来自全国各省尧
市的 9 支队伍 200 多名运动员参加
比赛遥 江苏队和上届冠军天津队尧季
军四川队分在一组袁 小组赛通过加
赛以 7颐4 战胜天津队袁以 17颐0 和 16颐
1 横扫山东队和辽宁队袁但以 0颐3 负
于四川队袁 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进
入第二阶段比赛遥 第二阶段先后对
阵另一小组的前 2 名袁分别以 1颐0 和
7颐2 战胜上海队和广东队袁最终积分
和相同袁通过对比投手的责任失分袁
以 1 分之差位居亚军遥

渊薛圆圆冤
揖国际青少年足球友好邀请赛铱 7
月 21 日袁2016 江苏野一带一路冶国际
青少年足球友好邀请赛在无锡市体
育中心开幕遥 本次邀请赛由江苏省
体育局尧 省教育厅和无锡市政府共
同主办袁为期一周袁来自中国尧俄罗
斯尧斯洛伐克尧匈牙利尧捷克和西班
牙等 6 个国家的 8 支球队参加角
逐遥 代表中国参赛的 3 支队伍分别
是江苏青年队尧上海上港青年队尧新
疆克州青年队袁 其中江苏青年队
渊1999耀2000 年龄组别冤 由无锡市承
办的野省队市办冶江阴高级中学男子
足球队组成袁该队 2015 年曾获全国
联赛 U16 组冠军袁 将代表江苏省出
征 2017 天津全运会遥 21耀24 日袁8 支

球队在无锡市体育中心展开 4 轮 16
场对决遥25耀26 日袁球队走进市一中尧
天一中学等足球特色学校袁 与无锡
的青少年交流互动袁传播足球文化袁
推广校园足球遥 举办本次赛事袁不仅
是无锡贯彻落实 叶中国足球改革发
展总体方案曳的具体措施袁也是融入
野一带一路冶战略尧提升无锡在沿线
国家地区城市影响力的积极行动遥

渊薛圆圆冤
揖无锡市青少年棒球邀请赛铱 12 月
24耀25 日袁2016 年无锡市青少年棒
球邀请赛在蠡园中学举行遥 本次比
赛为期 2 天袁 设小学和中学两个组
别袁来自柏庄实验小学尧新区实验小
学尧江阴徐霞客中学尧侨谊中学等中
小学的 9 支代表队尧127 名青少年球
员参加比赛遥 近年来袁无锡市棒球项
目发展迅猛袁全市有 38 所中小学建
立棒垒球队袁 并多次在全国比赛中
获得好成绩遥

渊薛圆圆冤
揖江阴二中澄星女子足球队全国夺
冠铱 8 月 10 日袁在山东省潍坊市举
行的 2016 中国初中女子校园足球
联赛全国总决赛中袁 代表江苏省参
赛的江阴二中澄星女子足球队以未
输一场尧 未丢一球的优异成绩获得
全国联赛冠军袁 同时获得最佳教练
员尧最佳球员尧最佳射手尧最佳守门
员等荣誉遥

渊薛圆圆冤

揖石洵瑶获世界乒乓球青少年锦标
赛冠军铱 11 月 30 日耀12 月 8 日袁
2016 国际乒联世界青少年乒乓球锦
标赛在南非开普敦举行袁 由无锡市
乒乓球总教练惠钧培养的小将石洵
瑶在女单决赛中以 源颐园 战胜中国香
港选手麦子泳袁 拿到中国队在本次
赛事中的唯一一项冠军遥

渊薛圆圆冤
揖郑肖淮获世界青少年美式台球锦
标赛亚军铱 11 月 20 日袁 世界青少
年美式台球锦标赛在上海回民中学
落幕遥 无锡市一中青少年台球俱乐
部小将郑肖淮在少年组决赛中战胜
蒙古选手恩克宝力德袁获得亚军遥

渊薛圆圆冤
揖夏雨滢获国际美式九球公开赛冠
军铱 11 月 11 日袁 无锡市女子台球
小将夏雨滢在 2016CBSA 洪泽国际
美式九球公开赛中袁 先后战胜多位
拥有世界冠军头衔的实力选手袁夺
得本次比赛冠军遥

渊薛圆圆冤

群众体育

揖体育超市获最佳活动创意奖铱 江
苏省第七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于 2016
年 6 月 18 日开幕袁11 月 5 日圆满闭
幕袁无锡野体育超市嘉年华冶系列活
动从全省 70 项活动中脱颖而出袁成
为最终获得野最佳活动创意奖冶的 7
项活动之一遥 从 2015 年 5 月起袁无
锡市体育总会举办的体育超市活
动袁为无锡 40 余家市属体育单项协
会和 60 余家民办非企业单位搭建
为民服务的健身展示尧 健身指导平
台袁 每个双休日上午在无锡市体育
公园内免费开展体质测试尧 项目展
演尧互动教学尧趣味运动会等遥 2016
年袁 参加体育超市各类活动的市民
超过 50 万人次遥

渊薛圆圆冤
揖江苏省健身气功新功法交流比赛铱
11 月 25耀28 日袁 第五届江苏省健身
气功新功法交流比赛在连云港市赣
榆区体育馆举行遥 本次比赛全省及
高校共有 20 支代表队参赛遥 集体赛
中袁无锡队分别斩获健身气功尧大舞
二等奖袁健身气功尧导引养生功十二
法二等奖曰个人赛中袁无锡队的参赛
选手孙海燕在健身气功尧 大舞比赛环太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无锡滨湖绕圈赛 渊薛圆圆 供稿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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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得二等奖袁周长梅在健身气功尧
马王堆导引术比赛中获得二等奖袁
徐福兴尧陈小英分别获得三等奖遥

渊薛圆圆冤
揖江苏省最美跑步路线评选铱 4 月
23 日袁江苏省体育总会尧中视体育尧
江苏广电集团和叶跑者世界曳杂志社
联合评选出 15 条 2016 江苏最美跑
步线路袁 无锡市蠡湖漫游系统和宜
兴湖氵父深氧健身公园健身跑段入
选遥 活动主办方之一袁央视体育频道
还向全省 14 所体育特色学校赠送
体坛风云人物爱心体育图书袁 无锡
市推荐的特色体育学校要要要江苏省
梅村高级中学获得 CCTV 体坛风云
人物赠送的爱心体育图书柜渊100 本
精选体育方面图书冤遥

渊薛圆圆冤
揖网民公益体育大会铱 4 月 24 日上
午 8 时袁2016 年无锡市网民公益体
育大会首秀要要要环太湖徒步活动在
太湖之滨举行遥 网民们从无锡大剧
院广场出发袁徒步湖光山水间袁与来
自上海尧浙江尧山东等华东五省一市
的 2.7 万余名网民一起袁共同体验运
动的快乐袁 感受无锡城市的发展变
化遥 网民公益体育大会已连续举办
五届袁 成为江苏乃至全国有一定影
响的网络文化和全民健身运动品牌
项目遥 作为 2016 年公益体育大会的
首场活动袁 徒步活动还被确定为江
苏省第四届网络文化季开幕式的主
会场遥 2016 网民公益体育大会全年
共设徒步尧乒乓球尧足球尧游泳尧皮划
艇尧电子竞技尧武术尧炫跑尧篮球尧羽
毛球等 10 项赛事袁 月月有赛事袁人
人能参与袁受到广大网民高度关注遥

渊薛圆圆冤
揖无锡入选中国运动氛围最浓城市铱
8 月上旬袁叶第一财经周刊曳公布中国
运动城市榜单袁评选出野中国运动氛
围最浓的 30 个城市冶袁 无锡市成功
入选遥 本次评选从运动基础设施尧运
动消费能力尧 市民对运动的关注和
参与度以及城市整体的运动成熟度
5 个维度开展袁在细分领域排名上无
锡多个指标名列前茅遥 其中袁在野10
分钟健身覆盖率冶的排名中袁位列第
五曰每百平方公里拥有 4.86 个公园袁
位列运动基础设施第七曰 半年人均
跑步 97.19 公里袁位列全民健身里程
数第六曰拥有无锡国际马拉松赛等优

质赛事袁位列城市运动成熟度第六遥
渊薛圆圆冤

揖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铱 8 月 7 日袁
2016 年无锡市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
在体育公园举行遥 活动以野全民健身
促健康同心共筑中国梦冶野我就是冠
军冶为主题袁涉及徒步尧健身气功尧空
竹尧健身舞等多个项目袁5000 余名市
民参与活动遥

渊薛圆圆冤
揖江苏省老年人体育节闭幕式铱 11
月 11 日袁2016 年全国老年人健步走
大联动江苏分会场启动式暨江苏省
老年人体育节闭幕式在无锡体育中
心举行遥 健身球操尧手杖健身操尧24
式太极拳尧 广场舞 4 个大型特色团
队共 1000 余人先后展示袁 由各市尧
市渊县尧区冤选送的 10 支广场舞代表
队展示规定套路尧 自选套路和健身
球操尧太极拳尧手杖操等 20 个节目遥
各健身项目展示后袁 参加闭幕式的
领导和老年人共 1000 多人一起野摆
动双臂尧迈开双腿尧走出家门尧融入
自然尧走出健康尧走出幸福冶袁沿途中
还有健身秧歌方阵尧腰鼓队方阵尧迪
斯科队方阵尧柔力球队方阵尧空竹队
方阵等精彩展示遥

渊薛圆圆冤
揖健身气功推广基地建成铱 12 月
13 日袁 无锡市反邪教主题公园暨健
身气功推广基地在市体育公园正式
建成遥 园内设宣传教育阵地渊健身气
功宣传栏冤和警示教育室袁并在体育
公园中心广场两侧设 6 个高 2.7 米
的健身气功展示雕塑袁 分别展示健
身气功易筋经尧八段锦尧五禽戏尧六
字诀尧大舞和太极养生杖遥 无锡市是
全国试点和推广新编健身气功最早
的城市之一袁 已建立 343 个健身气
功站点袁 健身气功社会体育指导员
近 2000 人袁 习练人数近 4 万人遥
2016 年袁 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
理中心在上海尧江苏尧安徽尧河南等 5
省市开展健身气功管理方式改革试
点工作袁无锡市与江苏省体育局签订
健身气功管理方式改革试点协议遥

渊薛圆圆冤
揖无锡市体育总会第五次代表大会铱
12 月 30 日袁无锡市体育总会召开第
五次代表大会袁 回顾总结第四届委
员会取得的成绩袁 审议通过第四届
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新修订的 叶无锡
市体育总会章程曳袁表决产生无锡市

体育总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尧 常务
委员袁 市体育局局长黄浩然当选为
新一届委员会主席遥 无锡市体育总
会第五届委员会由市体育局系统尧
市有关单位尧市渊县尧区冤体育局渊体
总冤尧企业代表尧市属体育社会组织尧
高职院校和裁判员尧教练员尧优秀运
动员代表等 7 个方面的人员组成遥
新一届委员会将从政策引导尧 提质
增量尧打造品牌尧改革创新 4 个方面
推动全市体育社会组织工作迈上新
台阶袁 积极完善政府向社会购买公
共体育服务机制袁 扶持社团实体化
发展袁 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
设袁开展分类指导袁培育活动品牌遥
未来 5 年袁 全市体育社团总数达到
400 个袁有组织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比
例达到 50%袁乡镇渊街道冤体育社会
组织覆盖率达到 100%遥

渊薛圆圆冤

重大体育活动

揖亚乒联执行局会议在无锡举行铱
12 月 14耀15 日袁2016 年亚乒联执行
局会议在无锡举行袁 确定 2017 年 4
月在无锡举办亚洲乒乓球锦标赛袁
现场考察市体育中心体育设施和场
馆建设情况遥 乒乓球在无锡有着广
泛的群众基础袁近年来袁无锡市建立
推广乒乓球传统学校联赛制度袁在
全市设立 38 所市级乒乓球传统项
目学校袁积极引进全国著名教练员袁
下大力气办好省乒乓球优秀运动队
无锡训练点袁 培养和输送一批乒乓
球项目优秀苗子遥 两年一届的亚洲
乒乓球锦标赛是亚洲最高水平的乒
乓球赛事袁 一定程度上也是世界最
高水平的乒乓球赛事袁 大赛落户无
锡将有力促进无锡市体育事业和体
育产业的发展遥 会议期间袁 省委常
委尧 市委书记李小敏会见国家体育
总局副局长尧 亚乒联主席蔡振华一
行袁江苏省体育局副局长刘彤尧无锡
市副市长华博雅参加会见遥

渊薛圆圆冤
揖野锡马冶 升格为中国田协 野金牌赛
事冶铱 1 月 10 日袁2015 年中国马拉
松年会在广州闭幕遥 无锡马拉松从
134 场在中国田径协会注册备案的
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中脱颖而
出袁 与北京马拉松尧 上海国际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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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尧 厦门国际马拉松等老牌赛事一
并获得野金牌赛事冶称号,这也是中国
田协颁发的马拉松最高荣誉遥 据大
会统计袁2016 年全国共举办全程马
拉松 53 场尧半程马拉松 43 场尧10 公
里赛事 13 场尧 百公里赛事 4 场尧其
他距离赛事 21 场袁全国马拉松赛事
数量 5 年间增长近 10 倍遥

渊薛圆圆冤
揖环蠡湖国际半程马拉松铱 1 月 20
日袁由中国田径协会尧无锡市滨湖区
人民政府尧 无锡市体育局主办的
2016 环蠡湖国际半程马拉松在蠡湖
之畔开跑遥 本届赛事与众多传统马
拉松的最大不同在于没有邀请特约
运动员参赛袁 并且将奖金奖励设置
到了前八名袁 给予非专业选手更多
机会和鼓励遥 赛事共吸引 2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 1 万人参加袁 最终黑人
选手包揽男女组冠军袁 男子组冠军
成绩仅用 1 小时 06 分 18 秒袁 女子
组第二名是来自江苏无锡的本地选
手董诗云袁成绩 1 小时 19 分 08 秒遥

渊薛圆圆冤
揖无锡国际马拉松铱 3 月 20 日袁
2016 无锡国际马拉松正式开跑袁3
万名跑友相聚中国无锡 野最美赛
道冶袁在明媚春光中享受野人在画中
跑袁春意心中留冶的乐趣遥 本届野锡
马冶 与国际顶级电视转播公司拉加
代尔体育合作袁 首开国内马拉松赛
事国际尧国内双路信号直播的先河遥
野锡马冶的精彩画面袁以及鼋头渚尧十
里芳径尧蠡湖百米高喷尧长广溪尧尚
贤河尧金融街尧大剧院等极具代表性
的无锡城市风貌袁 借助电视屏幕展
现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观
众眼前袁在国际上完成出色亮相遥

渊薛圆圆冤
揖亚洲击剑锦标赛铱 4 月 11耀18 日袁
2016 年亚洲击剑锦标赛暨里约奥运
会亚太地区资格赛在无锡新体育中
心举行遥 来自澳大利亚尧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尧菲律宾尧卡塔尔尧马来西亚尧
日本尧土库曼斯坦尧乌兹别克斯坦尧
新加坡尧伊拉克尧越南尧伊朗等国家
和中国香港尧中国台湾等地区的 300
余名运动员参赛袁 奥运冠军仲满出
任赛事形象大使遥 大赛历时 8 天袁分
两个阶段展开遥 在 4 月 11耀12 日进
行的里约奥运会亚太地区资格赛
中袁越南尧新西兰尧日本等国家和中
国香港等地区的 10 名运动员突出

重围袁取得里约奥运会的参赛资格遥
4 月 13耀18 日进行 2016 年亚洲击剑
锦标赛袁设男女花剑尧男女佩剑尧男
女重剑个人和团体赛共 12 个小项袁
每日决出两枚金牌遥 中国击剑队派
出 25 名运动员参赛遥 本次大赛与法
国传媒巨头拉加代尔合作袁面向全球
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直播比赛盛况遥

渊薛圆圆冤
揖无锡与韩国金海市建立友好协会
关系铱 5 月 14 日袁中国无锡市足球
协会与韩国金海市足球联合会建立
友好协会关系签约仪式在无锡市体
育中心举行遥 无锡市足球协会会长
章伯渔和金海市足球联合会会长分
别代表双方签订合作协议袁 双方约
定在遵守两国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
行足球交流袁增进友谊袁双方球队进
行隔年互访活动以及进行不定期的
足球交流活动遥 签约仪式后袁无锡市
足协足球队和无锡市滨湖区机关足
球队分别与韩国金海市到访的两支
队伍进行了两场友谊赛袁 比赛结果
双方各胜一场遥

渊薛圆圆冤
揖中国棒球联赛开幕式铱 5 月 27
日袁2016 年中国棒球联赛开幕式在
无锡市棒球运动训练基地举行遥 开
幕式上袁中国高校啦啦队尧KBO 韩国
棒球职业联盟啦啦队作现场表演袁
现场裁判员与场工们也突破性地参
与暖场表演袁 棒球基地钻石球场气
氛火爆热烈袁3000 人看台座无虚席遥
开幕式后袁 上赛季卫冕冠军江苏钜
马队与老牌劲旅北京猛虎队进行揭
幕战遥 本次开幕式及无锡赛区比赛
执行单日票 30 元尧 双日票 50 元和
三日票 60 元的亲民票价袁并首次尝
试野微票儿冶网络售票袁获得好评遥

渊薛圆圆冤
揖第 37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铱 6
月 4 日袁野中信证券杯冶第 37 届世界
业余围棋锦标赛在无锡正式拉开帷
幕遥 这是继 2010 年杭州世锦赛和
2012 年广州世锦赛之后袁 中国第三
次主办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遥经过 4
天的奋战袁 中国棋手白宝祥 8 段 8
轮全胜获得冠军袁韩国选手金基伯 6
段获得亚军袁中国台湾选手许家埕 7
段获得季军遥 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
是当今围棋界历史最悠久的国际赛
事袁在比赛开幕式之前袁国际围棋联
盟还在无锡召开了理事会袁 中信集

团董事长常振明当选为国际围棋联
盟轮值主席袁 国家体育总局棋牌管
理中心党委书记杨俊安当选为事务
总长遥

渊薛圆圆冤
揖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铱 8 月 10耀
14 日袁2016 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
在无锡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遥 本
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
理中心尧中国武术协会尧江苏省体育
局尧无锡市人民政府主办袁这也是无
锡首次举办该项赛事遥 作为全国最
顶级的武术散打比赛袁共有 43 支代
表队尧269 名运动员参赛袁 均为获得
2016 年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男子各
组别前 16 名尧 女子各组别前 12 名
的运动员遥 比赛设男子项目 12 个级
别渊48 公斤级尧52尧56尧60尧65尧70尧75尧
80尧85尧90尧100尧100 公斤级以上冤尧女
子项目 7 个级别 渊48 公斤级尧52尧56尧
60尧65尧70尧75 公斤级冤袁采用中国武术
协会审定的最新武术散打竞赛规
则袁实行单败淘汰制遥曹伟清尧向珊尧钟
妍 3名无锡籍运动员参加本次比赛遥

渊薛圆圆冤
揖佛光山体育代表团访问无锡铱 9
月 11 日袁佛光山三好体育协会会长
赖维正袁佛光山常务副住持尧高雄市
普门中学董事长慧传法师一行访问
无锡袁 就两地开展青少年体育交流
与无锡市体育局进行洽谈袁 慧传法
师代表普门中学分别与无锡市体
校尧 锡山区体校签订体育交流合作
备忘录遥 普门中学由佛光山开山宗
长星云大师创办袁该校篮球尧棒球等
项目在台湾地区颇具影响力遥 无锡
市体育运动学校开设 20 多个业余
训练项目袁培养出惠钧尧顾俊等一批
奥运冠军尧世界冠军遥 锡山区体校青
少年棒垒球项目发展迅速袁 近年来
在全国大赛上履次问鼎遥 在充分交
换意见后袁3 所学校约定在体育比赛
交流尧训练方法研究尧人才培养与管
理等领域展开友好合作遥

渊薛圆圆冤
揖江苏省游泳指导和救生职业技能
大赛铱 10 月 18 日袁2016 年 野四方
杯冶江苏省体育行业游泳指导尧救生
职业技能大赛在无锡市新体育中心
开幕遥 本次大赛由江苏省体育局尧江
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
办袁无锡市体育局等承办袁是江苏省
近年来首次面向游泳指导员尧 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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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缘愿 2015年无锡市幼儿国民体质监测指标与江苏尧全国比对

渊薛圆圆冤

员行业举办的大规模岗位技能竞
赛遥 比赛旨在贯彻落实叶全民健身条
例曳袁 开展体育系统行业大练兵袁推
动以游泳指导员尧 救生员为代表的
体育行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袁 为社
会提供更加专业化尧 科学化的健身
服务遥 比赛为期两天袁设团体尧个人
两大竞赛项目袁细分为理论考试尧游
泳基本技能竞速尧救生全能赛渊包括
抛绳施救尧入水尧潜过障碍尧打捞假
人尧拖带假人尧触壁冤尧游泳指导现场
教学实操尧 心肺复苏操作等多个项
目环节袁基本涵盖游泳指导员尧救生
员的必备职业技能遥 全省 13 个地级
市以及部分高校的 28 支参赛队尧190
多名相关从业人员参加本次比赛遥

渊薛圆圆冤
揖世界斯诺克世界杯跻身十大最具
品牌价值体育赛事铱 10 月 27 日袁
在 2016 江苏体育产业大会上袁世界
斯诺克世界杯获得 野2015 年度江苏
省十大最具品牌价值体育赛事冶袁江
苏省体育局局长陈刚为天健公司代
表颁发奖杯遥 世界斯诺克世界杯前
身是连续举办七届的世界斯诺克无
锡精英赛袁2015 年正式升格为世界
杯袁这也是该项比赛首次落户中国遥
2015 年袁 赛事共吸引 23 个国家的
48 名顶尖斯诺克高手参赛遥 赛事融
入大量无锡元素袁 宣传无锡传统文

化袁 彰显无锡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
蕴袁对推动无锡体育旅游尧文化旅游
快速融合尧 快速发展起到积极的促
进作用遥

渊薛圆圆冤
揖第八届全国水中健身操比赛铱 10
月 29耀30 日袁野申益杯冶 第八届全国
水中健身操比赛在无锡游泳跳水馆
举行遥 本届比赛设双人尧 集体徒手
操袁双人尧集体板操袁双人尧集体棒
操袁双人尧集体划手掌操以及集体深
水徒手操等 9 个项目袁来自北京尧上
海尧江苏尧湖北等省市的高等院校尧
游泳俱乐部尧 中小学的 14 支队伍尧
193 名运动员参加比赛遥 最终袁成都
体育学院获体育院校组第一名袁中
山大学获普通院校组第一名袁太原泳
康游泳俱乐部获 18耀35 岁组第一名袁
江苏省天一中学获中学组第一名袁无
锡东亭实验小学获小学组第一名遥

渊薛圆圆冤
揖第七届环太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铱
11 月 6 日袁2016 第七届环太湖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在无锡野蠡湖之光冶鸣
枪开赛遥22 支洲际职业队尧洲际队的
130 多名职业车手和 261 名业余选
手进行激烈角逐袁 最终来自意大利
东南洲际职业队的 21 岁小将雅各
布窑马雷斯科获得首赛段冠军遥 本届
环太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为 UCI2.1

级别袁 共设 8 个赛段袁 赛道穿越江
苏尧浙江两省六市袁奖金总额 30 万
美元遥 无锡作为大赛始发地袁在办好
首站滨湖绕圈赛渊团队计时赛冤的同
时袁还进一步向环法赛看齐袁新增全
程约 6 公里的个人计时赛袁 成为两
省六市唯一承办个人计时赛的赛
区遥 比赛期间袁赛道沿线 32 个全民
健身展示点同步展示武术尧气功尧太
极拳尧腰鼓尧广场舞尧体育舞蹈等特
色健身项目遥 国际知名转播商 IMG
渊美国国际管理集团冤对无锡赛段进
行全程直播袁CCTV5+进行转播遥

渊薛圆圆冤
揖中韩电子竞技对抗赛铱 12 月 24耀
25 日袁 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
心尧 韩国电子竞技协会主办的 2016
中韩电子竞技对抗赛在无锡国家数
字电影产业园举行遥 最终袁中国队在
5 个比赛项目上以 4颐1 的总比分战
胜韩国队遥 该赛事是第一次由中国尧
韩国两国电子竞技主管部门共同举
办的国际赛事袁 奖金总额 46 万元遥

渊薛圆圆冤

体育教育尧科研

揖叶无锡市民科学健身基本素养曳印
发铱 8 月 17 日袁由无锡市野科学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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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薛圆圆冤

表 缘怨 2015年无锡市成年人国民体质监测指标与江苏尧全国比对

表 远园 2015年无锡市老年人国民体质监测指标与江苏尧全国比对

渊薛圆圆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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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年鉴 渊2017冤

身示范区建设冶课题组编制的叶无锡
市民科学健身基本素养 渊2016 年
版冤曳正式印发袁在国内率先探索科
学健身标准袁 为今后制订公民科学
健身素养国标做好前期探索和基础
准备遥 叶无锡市民科学健身基本素
养曳围绕科学健身主题袁分别阐述基
础知识和科学理念尧 科学健身行为
与方式尧 科学防范健身风险 3 个方
面内容袁通过官方权威发声袁有力普
及科学健身常识袁 提升市民科学健
身知晓率袁 加快推动国家体育总局
野科学健身示范区冶建设遥

渊薛圆圆冤
揖叶无锡市国民体质监测公告曳发布铱
9 月袁叶2015 年无锡市国民体质监测
公告曳正式发布遥 本次监测的检测指
标包含身体形态尧身体机能尧身体素
质 3 个方面袁监测对象为 3耀69 周岁
的全市居民袁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
方法袁抽取和测试 3792 人袁其中袁3耀
6 岁幼儿 864 人袁20耀59 岁成年人
2496 人袁60耀69 岁老年人 432 人遥 总
体上看袁 无锡市居民体质健康水平
优于江苏省和全国平均水平遥

渊薛圆圆冤

体育产业

揖第五届体育彩票销售能手技能大
赛铱 10 月 21 日袁 无锡市第五届体
育彩票销售能手技能大赛在市体彩
中心开赛袁从全市体彩销售员尧专管
员选拔产生的 10 支代表队 80 名选
手进行现场技能比拼遥 经理论考试
和实践操作袁8 名选手和 5 支代表队
胜出袁分获个人和团体奖项遥 其中袁
来自宜兴市的钱良芬获得个人一等
奖袁宜兴市代表队获得团体一等奖遥

渊薛圆圆冤

揖无锡市体育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揭牌铱 12 月 26 日袁 经过近一年
的精心筹备袁 无锡市体育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成立遥 无锡
市体育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是遵
循市委尧市政府深化野管办分离冶改
革精神袁完善体育产业发展机制袁整
合市级体育场馆优质资源而组建的
体育产业集团企业遥 公司由市政府
单独出资设立袁 市国资委履行出资
人职责袁市体育局实施全面监管袁承
担全市体育产业资源的综合开发运
营和体育产业发展功能遥 公司旨在
整合资源袁全力打造智慧体育场馆袁
扩大野金牌服务冶输出管理规模袁提
供更多优质体育服务袁 同时还将大
力拓展体育旅游尧体育赛事尧体育康
复医院等全新业务袁 争取成为引领
全市体育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遥

渊薛圆圆冤
揖无锡智慧体育产业园开园铱 3 月
20 日袁省尧市共建无锡智慧体育产业
园合作签约暨开园仪式在无锡新吴
区感知中国博览园举行遥 江苏省体
育局局长陈刚尧 无锡市市长汪泉共
同为无锡智慧体育产业园揭牌袁省
体育局副局长王志光和无锡市副市
长曹佳中共同签署叶江苏省体育局尧
无锡市人民政府共同支持无锡智慧
体育产业园建设合作协议曳袁副市长
华博雅为园区合作单位和入驻企业
代表赠送金钥匙袁赛事备案尧大众健
身尧智慧马拉松尧智慧足球等一批网
络服务平台同时启动遥 园区定位为
体育产业的野创新工场冶袁以促进体
育产业和科技行业的结合为宗旨袁
以科技园区模式培育体育行业的高
科技企业袁 鼓励和扶持传统体育产
业服务商和生产商向信息化尧 大数

据尧物联网领域拓展袁并逐步将相关
技术成果推广应用到体育赛事和全
民健身活动中袁 积极探索体育和科
技相结合的行业发展新模式遥 至
2016 年年底袁已引进睿健时代尧汇跑
等一批高成长性尧 高科技性体育相
关企业 入驻 袁 园 区一 期 入 驻率
100%袁年产值突破亿元袁由园区打造
的野体育板冶金融服务体系运营有序遥

渊薛圆圆冤

体育设施尧管理

揖野e动锡城冶 智慧健身馆建设铱 根
据叶关于开展野e 动锡城冶智慧健身馆
试点建设申报工作的通知曳 精神袁
2016 年袁 全市共有 6 家单位成为试
点建设单位遥 其中袁 体育系统内 4
家袁分别为崇安健身中心尧市体育科
学研究所尧江南大学尧无锡商业职业
技术学院袁 社会力量建设的单位 2
家遥各智慧健身馆全年共完成 16000
多个体质测试数据遥

渊薛圆圆冤
揖建成一批体育健身项目铱 2016
年袁 市体育局向滨湖区和梁溪区下
拨资金共 325 万元袁 用于更新和新
建健身路径遥 年内袁共计完成 170 多
套健身路径尧23 件室外篮球架尧63
张乒乓球桌的建设遥2016 年袁市体育
局在金匮公园和尚贤河公园区域新
建智慧型 5 人制笼式足球场 2 片尧
标准笼式篮球场 1 片尧 健身路径 5
套袁并对长约 4.1 公里的 2 条健身步
道全程配建导视系统袁 进一步提高
市民中心周边公共体育服务能力遥

渊薛圆圆冤

编辑 顾洪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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