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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2015年，绍兴市成功创建

2个省级体育强镇（乡、街道），6个

省特色乡镇和现代化乡镇，6个省级

“体育先进社区”，23个村级体育俱

乐部，3个省级职工俱乐部，9个省级

老年活动俱乐部。成功申办2017年

国际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和2019年

国际皮划艇马拉松世界锦标赛。成

功举办第八届市运会，承办花样游

泳全国锦标赛、中国绍兴环城河国际

皮划艇马拉松赛、第十届国际泳联

花样游泳大奖赛、第十五届全国大

学生游泳锦标赛等赛事活动。5个体

育产业项目入选省体育产业专项引

导资金项目库，2个项目、2条线路分

别被评为省运动休闲旅游优秀项目

和省运动休闲旅游精品线路。全市

体育彩票累计销售超6.5亿元，同比

增长21.12%。

【体育安全监管】　2015年，绍兴市

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开展高危险性体

育经营项目的许可工作，召开专题会

议对高危险性项目实施许可和监管

工作进行部署，联合卫生部门开展

专项检查。对游泳场所加强日常执

法检查，防微杜渐，消除安全事故隐

患，实现“零死亡”管理目标。市体

育局举办游泳救生员培训班2期，培

训、复训救生员240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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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彩票】　2015年，绍兴市体育

彩票销售继续保持良好的势头。全

市销售网点达689家，其中，竞彩类

网点92家，电彩类网点597家；销售

领域不断扩展、销售方式不断创新，

体彩市场份额再创新高，销量额突

破6.5亿元。　　　　……（市体育局）

群众体育

【概况】　2015年，绍兴市以体育创强

为龙头，围绕“全民健身与健康同行”

百千万系列，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体育创强】　2015年，绍兴市在实

现省级体育强县（市、区）全覆盖的

基础上，成功创建2个省级体育强镇

（乡、街道），6个省级体育特色乡镇

和体育现代化乡镇，6个省级体育先

进社区，23个浙江省村级体育俱乐

部，3个省级职工俱乐部，9个省级老

年活动俱乐部。全市成功创建100个

小康体育村，新增体育面积8余万平

方米，政府及社会渠道投资约1000

余万元，直接惠及近20万农村居民。

另外，一小部分农村已不满足“一

场二桌”（一片篮球场，两张乒乓球

桌）的简单配置，开始向整体化、规

范化、人性化的农民健身广场公园、

健身中心等高标准的体育场地（设

施）发展，全市新增省级中心村体育

休闲公园10处。

【全民健身活动】　2015年，绍兴市

各级体育部门部署开展以“全民健

身与健康同行”为主题的“百千万”

群众体育系列活动。组织迎新年健

身大展示、万人登山周、“全民健身

日”活动、体育下乡等传统群众体育

活动；继续利用“体育创强”平台，

推动乡镇、街道定期举办全镇、全

街运动会，全年，市县举办比赛活动

200余次，镇（乡、街道）举办综合性

运动会30余次，参与者达20余万人

次。8月7日，由绍兴市体育局主办、

绍兴市体育中心承办的第七个“全民

健身日”活动暨绍兴市社区运动会

在体育中心举行，各县（市、区）、市

直开发区的20个街道社区代表队近

300名运动员参加。3月28日，绍兴市

“全民健身与健康同行”万人登山暨

市区第十八届千人登会稽山活动在

大禹陵祭禹广场启动。9月11日至22

日，绍兴市第八届运动会体育成就

展在绍兴市柯桥区体育中心举行。

（市体育局）

竞技体育

【概况】　2015年，绍兴市成功举办

绍兴市第八届运动会、第十届国际

泳联花样游泳大奖赛、环城河国际

皮划艇马拉松赛、第十五届全国大

学生游泳锦标赛、中美篮球对抗赛、

全国围甲联赛、CBA篮球赛等大型

赛事。积极把绍兴环城河皮划艇马

拉松赛打造成知名品牌赛事，成功

获得2017年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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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1  2015年绍兴市体育事业发展情况表

指标 全市 越城区 柯桥区 上虞区 诸暨市 嵊州市 新昌县
县级以上运动会次数（次） 10 5 1 1 1 1 1
　　参加的运动员人数（人） 5900 2550 1200 800 630 420 300
举办全民健身活动次数（次） 1062 283 180 164 160 150 125
　　参加人数（人） 960000 350000 180000 150000 120000 90000 70000
等级运动员发展人数（人） 184 52 35 33 23 24 17
　＃女（人） 78 20 17 17 10 8 6
等级裁判员发展人数（人） 250 72 50 38 35 42 13
　＃女（人） 76 18 16 20 12 6 4
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人数（人） 2142 261 522 781 130 343 105
省级及以上的比赛成绩 594 — — — — — —
　＃金牌（枚） 61 — — — — — —
　　银牌（枚） 98 — — — — — —
　　铜牌（枚） 130 — — — — — —
体育场（个） 40 13 9 5 6 4 3
体育馆（个） 27 10 7 2 5 2 1
游泳池（个） 60 15 12 11 12 5 5
　＃室内（个） 19 6 4 2 4 2 1
少体校（个） 7 2 1 1 1 1 1
　＃在校学生数（人） 3644 821 760 780 654 363 266
　　专职教练员（人） 97 35 16 12 7 19 8

（市统计局）

和2019年皮划艇马拉松世界锦标赛

承办权。

【绍兴市第八届运动会】　2015年，

绍兴市第八届运动会各项目自5月陆

续开始比赛，9月12日举行开幕式，

于9月22日闭幕。此次比赛由绍兴市

政府主办、柯桥区政府承办，设置

青少年部和大众部2个部别，其中

青少年部设22个大项、630个小项、

774枚金牌，大众部设18个大项、78

个小项、114枚金牌。3159名运动员

参加比赛。

【第十届国际泳联花样游泳大奖赛】　

2015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国轻纺

城杯”2015年第十届国际泳联花样

游泳大奖赛在绍兴中国轻纺城体

育中心游泳跳水馆举行。花样游泳

大奖赛是国际泳联旗下最高水平的

花样游泳赛事之一，本届赛事共设

托举组合、混合双人、主题双人、自

由自选、自由组合5个项目，吸引了

中国、美国、土耳其、西班牙、意大

利、捷克、斯洛伐克、日本、乌克兰、

俄罗斯、希腊、匈牙利、澳大利亚等

13个国家的123名运动员参赛，中国

队摘得其中两项金牌。

【环城河国际皮划艇马拉松赛】　10

月24日，2015年中国绍兴环城河国际

皮划艇马拉松经典系列赛在市区环

城河举行。本次比赛有159名运动员

参加，包括美国、加拿大、意大利、

法国、中国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选

手。年内，绍兴成功申办2017年国际

划联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和2019年

皮划艇马拉松世锦赛，这是中国首

次获得这两项赛事的举办权，除了

能使这项运动在中国得到进一步推

广和宣传外，也能够在世界面前更好

地宣传绍兴、推介绍兴，扩大绍兴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

【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游泳锦标赛】　

2015年11月2日至6日，第十五届全国

大学生游泳锦标赛在绍兴市奥体中

心游泳馆举行。国内59所高校的728

名游泳运动员参加比赛，其中大多为

985、211院校的大学生。

【绍兴籍选手谢震业在世锦赛接力

赛中夺银牌】　8月29日，2015年世

界田径锦标赛男子4×100米接力比

赛中，由谢震业、莫有雪、苏炳添、

张培萌组成的中国队以37秒92的成

绩打破亚洲记录，晋级决赛。晚上的

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8秒01的成绩获

得银牌，创造亚洲队伍最好成绩。

（市体育局）

体育产业

【5个项目入选省体育产业专项引导

资金项目库】　2015年，绍兴市5个

项目成功入选省体育产业专项引导

资金项目库，分别是浙江金泰泳池

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的年产100套拆装

式游泳池项目，浙江飞峰体育用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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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的年产高档羽毛球20万打及

高性能球拍线5000万米项目，嵊州

市快乐健身有限公司的全民健身战

略品牌连锁拓展项目，绍兴市奥体中

心的泳动·奥体项目和绍兴曹娥江游

艇俱乐部有限公司的水上运动休闲

项目。5个项目共获得省专项补助资

金366万元。

【省级运动休闲优秀项目和精品线

路】　2015年，绍兴市体育局积极开

展省级运动休闲示范基地、运动休

闲旅游示范基地、精品线路和优秀

项目的创建活动。绍兴乔波冰雪世

界的室内滑雪和新昌十九峰泼水乐

园的泼水项目被评为省运动休闲旅

游优秀项目；上虞区岭南乡政府牵

头的覆卮山冰川石浪攀浪基地（攀

浪）—覆卮山冰川漂流（漂流）—笤

花岭创意农谷（水上运动、登山）线

路，以及诸暨市东白湖休闲度假中心

牵头的诸暨香榧森林公园（高空溜

索、漂流）—千柱屋（徒步）—东白

湖休闲度假中心（汽车自驾游）线路

被评为省运动休闲旅游精品线路。

（市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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