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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常态化三川夕阳更灿烂
!!!周口市老年人体育事业发展巡礼

沈湛 张猛 张廉明 袁冰 张亮 王坤

有组织 有阵地 有活动 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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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老年人体育工作的实施意见#的出台$

为我市老年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指明了方向% 市委!市政府把老年

人体育工作摆上位置$迅速采取措施$研究出台"关于加强老年人

体育工作的实施意见#% 市体育局认真贯彻省市两办"意见#精神$

狠抓工作落实$有效推进了我市老年人体育工作较快发展%

领导重视!把老年人体育工作摆上位置
市委!市政府关注民生$重视体育$把老年人体育工作摆上位

置% 市委书记徐光经常听取汇报$亲自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研究

体育工作$确定了加强老年人体育工作的六项措施&

"&

市委!市政府

成立市老年人体育工作领导组$加强对老年人体育工作的领导%

!&

市委!市政府研究出台"关于加强老年人体育工作的实施意见#%

'&

成立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工作办公室$纳入市级事业编制序列$作为

市老年人体育工作常设机构%

(&

市!县两级老年人体育协会要做到

有组织!有阵地!有活动!有保障%

#&

将老年人体育事业经费列入各

级政府年度财政预算%

)&

在老年节期间$市体育局及涉老部门要联

合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人体育健身活动%

在此基础上$市委!市政府研究成立了以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为组长$分管体育工作的人大!政府!政协领导任副组长$各有关单

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周口市老年人体育工作领导小组($市编委批

准了成立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办公室% 各县市区也相继出台了实施

意见$并成立了相应组织机构$为加强全市老年人体育工作提供了

组织保障%

市长刘继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解决全民健身及

老年人体育工作的有关事宜$把'三园两场一馆()三园&周口健身

公园!和谐健身公园!关帝上城健身园*两场&经济开发区人民健身

广场!中州大道滨河路健身广场*一馆&老年人健身馆+列入今年市

政府十件民生实事%

认真贯彻!狠抓老年人体育工作落实
省!市两办"意见#出台后$市政府先后召开全市老年人体育工

作会和全市基层全民健身场地建设太康现场推进会$贯彻精神!推

广经验$狠抓工作落实%

市体育局充分利用市体育中心'一场三馆一校(的设施和建设

沙颍河两岸全民健身长廊的有利条件$ 为老年人体育活动提供场

地设施和服务$做到了有组织!有阵地!有活动!有保障%

各县市区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老年人体育工作的实施

意见#$相继规划建设了全民健身和老年人体育活动中心% 按照市!

县两级老年人体育协会要做到'四有!四落实(的要求$各县市区也

都配备了专兼职工作人员% 乡镇农村体育健身设施建设也取得了

显著成绩$为农村群众健身提供了便利条件%

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积极组织老年人健身比赛活动$ 并积极组

队参加省级交流比赛活动$ 充分利用 '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

月(!'老年节(等节日$广泛开展以老年人体育健身为主题的宣传

展示活动$吸引社会各界更多的老年人参与到体育健身中来$营造

了老年人体育的良好氛围%

市委!市政府对各县市区!市直各部门采用'四制(工作法$实

行目标管理并纳入绩效考核$ 将老年人体育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

政预算% 市!县两级从政府体育彩票公益金中拿出市本级体彩公益

金
$*

的比例$专项用于老年体育事业发展% 市直!企事业各单位根

据需要把活动经费列入本部门支出预算$ 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逐年增加% 同时$举办重大老年人体育比赛活动时$可向同级财政

部门申请专项资金$用于保障比赛活动需要%

强化宣传!营造老年人体育工作氛围
!!!!!

市体育局充分利用 '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月(!'老年节(等

契机$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强化对老年人体育事业和

老年人健身运动的宣传$从而在全社会逐步形成了重视!关心和支

持老年人体育健身活动的共识% 同时$定期举办老年人社会体育指

导员培训$加强对老年人健身的科学指导% 在老年人体育协会工作

者和骨干成员的积极带动和身体力行的影响下$ 我市老年人已成

为全民健身的主力军$ 老年人健身活动已成为城市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科学健身已成为老年人生活的新常态%

加大投入!努力打造老年人康乐家园
老年人健身场地匮乏$一直是我市的短板!难题% 近年来$我市

克服财力困难$持续加大体育场馆建设投入力度$目前$已初步形

成以中心城区为主体$大中专院校和各县市区为两翼$相互呼应!

相互支撑的体育设施网络架构$ 市体育中心成为全民健身和老年

人健身活动的主阵地% 今年$ 我市将老年人健身馆纳入中心城区

'四个一批(重点项目$计划投资
)++

多万元*把'三园两场(项目建

设列入政府'

"+

件民生实事($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在市政府常务

会!重点项目协调推进会上多次研究推进*把县市和大中专院校体

育场馆纳入全市体育设施建设的总布局$

,

个县市区都相继规划建

设全民健身'四个一(工程和老年人健身活动中心$项城!沈丘体育

馆已投入使用$商水!西华!郸城等全民健身中心建设正在加紧推

进$逐步与中心城区形成了下翼支撑% 周口师范学院!周口职业技

术学院! 周口科技职业学院的场馆设施已具备承办相关赛事的能

力$初步实现了对外开放$并为老年人健身划出了专门的功能区$

与中心城区形成了侧翼呼应%

!

整合资源!形成老年人体育工作合力
我市按照有关要求将老年人体育工作列入重要议程$ 切实履

职尽责$密切协作配合$形成党政主导!部门尽责!社会参与!全民

关怀的工作格局%

市发改委!规划局!财政局等有关部门将老年人体育工作纳入

了周口市'十二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基本公共服务

体系规划!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和全民健身实施计划$把老年人体育

事业经费列入当地财政预算$予以经费保障% 各级老龄部门把老年

人体育健身作为重要工作内容$加强组织协调$整合各方资源$为

老年人体育事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

会团体也充分发挥推动老年人体育工作的积极作用$ 努力形成全

社会共同推进老年人体育事业发展的合力%

着眼长远!促进老年人体育工作走上新常态
!!!!!!

河南省第
"!

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将于
#

月
#

日在我市隆重

举行% 作为承办方$千万周口人民$尤其是周口体育人和广大老年

人$对这次全省老年人体育盛事更为关注和期待% 这不仅是对我市

近几年跨越发展和全市体育工作取得辉煌成就的肯定和认可$也将

给周口崛起和我市体育事业全面发展带来一次难得的机遇%

市委! 市政府以省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和全省老年人体育工

作现场会在周口召开为契机$ 加大投入力度$ 改善老年人体育设

施$扎实推进老年人体育工作$坚持并完善'党委重视!政府主导!

部门尽责!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强化组织领导$为老年人体育工

作提供坚强保障*着力加强老年人体育场地建设$努力打造老年人

康乐家园*推动改革转型$进一步加快构建为'老(公共服务体系步

伐*强化典型培育$推动老年体育事业务实发展!长远发展%

全省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和全省老年人体育工作现场会后$我

市将按照本次会议精神$认真研究$制订计划$召开动员大会$狠抓

老年人体育工作落实$尽快制定"周口市全民健身三年行动提升计

划#$并与'十三五(规划相衔接$把下一个三年作为迎接省十三届运

动会的积累$把下一个五年计划作为新的周期$把未来全民健身运

动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新常态% 力争再经过五年的艰苦奋斗$全面提

升周口体育整体实力$努力形成体制机制灵活!人才结构合理!场地

设施优良!群众体育普及!赛事活动丰富!体育社团活跃!体育产业

繁荣的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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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发展 创新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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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体育局抓住市体育中心规划建设的机遇$从提高认

识!规划建设!增强服务!经营管理方面做活了为'老(服

务的大文章$走出了一条转型发展!创新经营的新路子%

转变观念!增强为"老#服务意识
市体育局积极谋划$增强为老年人服务意识$增强

做好老年人体育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体育中心为

依托$为老年人体育健身提供广阔的活动场地和科学的

健身指导$认真谋划抓好'组织!服务!场地!活动(等重

点工作$ 努力让更多的老年人加入到全民健身的行列$

体会到全民健身的乐趣$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促进家

庭和睦!社会和谐%

转型发展!破解为"老$场地匮乏难题
市体育局在规划设计建设市体育中心之初$就充分

考虑全民健身功能和老年人健身需求$在市委!市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相继规划建设了
(

处为老年人健身服务

的体育场地设施&占地
(+

亩的老年人健身公园*老年人

健身基地
-)

个高标准风雨门球场+*利用体育场闲置的

部分功能设施$设立了老年人体育活动中心$作为市老

年人到体育中心健身活动的绿色通道*规划设计了一座

建筑面积
'(++

!的老年人体育健身馆$ 并列入了
!+"#

年市政府十件民生实事$今年将建成投入使用%

这些场地设施的相继建成$为我市广大老年人提供

了充足的健身!娱乐活动场地$进一步提升了老年人健

身设施水平$破解了老年人健身场地匮乏的难题%

多措并举!完善为%老$服务体系
市体育中心投入使用后$市体育局经市政府同意制定

发布了"周口市体育局体育中心场馆设施面向社会开放公

告#%体育中心室外场地设施全天免费对外开放$室内场馆

设施在双休日!法定节假日期间免费开放$所有场馆设施

均面向老年人免费开放$为老年人健身开辟绿色通道%

市体育中心依托场地设施$通过体育经纪人相继成

立了乒乓球!羽毛球!篮球!网球等单项体育项目俱乐

部% 这些俱乐部在满足青少年业余训练的同时$也是老

年人健身活动的基地$免费为老年人体育健身提供科学

指导$提高老年人科学健身水平% 市体育中心成立了监

测中心$为老年人免费进行体质监测$设立了
(

处志愿

者服务站$为老年人体育健身提供健康咨询!科学指导!

医疗救助等服务%

通过这些方式$ 老年人体育健身活动实现了有组

织!有人员!有阵地!有活动!有保障的目标% 此举切实让

老年人在体育健身活动中充分享受快乐! 愉悦心情!收

获健康$探索出了体育健身!医疗保健!休闲娱乐一条龙

的为'老(服务体系%

创新经营!为全民健身提供保障
市体育中心建成以后$ 市体育局在不占用体育场馆

和体育场地设施的前提下$鼓励社会参与$创新经营理

念$为全民健身提供了保障$优化了场馆格局$增强了体

育中心服务功能%

利用体育场馆闲置区域$先后开办了体育宾馆!餐饮

洗浴!医疗保健!休闲娱乐等面向大众消费的平民化经营

服务项目$既能够为各类体育比赛提供食宿保障$又满足

了群众健身活动!餐饮住宿!娱乐休闲等需求$优化了场

馆格局$增强了体育中心服务功能%市体育中心还积极通

过企业赞助冠名的方式$陆续承办了国际级!省级篮球!

足球!门球等项目的体育赛事$大大丰富了群众的文体生

活$ 真正为市民提供了一个以运动健身为主体$ 兼有休

闲!餐饮!酒店住宿等多功能的理想去处%通过创新经营$

市体育中心增加了收入$ 弥补了体育场馆维护运营经费

的不足$破解了大型体育场馆运营管理的难题%

由于功能完善!设施齐全!经营规范$市体育中心被

省体育局命名为'河南省体育产业示范基地(% 目前$各

服务经营项目!协会俱乐部经营规范$在服务体育比赛!

全民健身和老年人体育健身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市老年人健身馆

市老年人健身公园市体育中心轨道棋

市老年人健身活动基地

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马宪章在周口市委书记徐光"市长刘继标陪同下到周口开发区人民健身广场调

研#

市体育中心鸟瞰图

丰富多彩的老年人体育健身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