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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8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主持召开市规划委
员会暨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重庆
国际小球赛事中心项目策划规划概念方案》。
“继钓鱼嘴音乐半岛之后，又一重量级引领性项目落户大
渡口。”
“喜大普奔，重庆国际小球赛事中心欢迎您。”……短短
几天时间，这则重磅消息就刷爆了大渡口人的朋友圈，更被区
外各界人士、
各大媒体广泛关注。
项目策划历时 28 个月！梳理吸纳专家“金点子”，
深夜俯身电脑数易其稿……对伏牛溪新城公司的全体
工作人员来说，
“通过”二字除了喜悦更多的却是感
动。重整行装再出发！他们又将带着
持续积攒的力量踏上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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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乐而来

重庆国际小球赛事中心

《重庆国际小球赛事中心项目策划规划概念方案》通过审议，将建设国
际一流、国内首个国际小球赛事中心，
宜业宜游的多功能体育综合体
小球赛事中心效果图

源起 小球赛事中心诞生的“前前后后”
连续 19 次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全国群众体
育活动先进单位；是重庆仅有的两个全国体育后
备人才基地之一……多年来，大渡口体育基础好、
氛围浓，群众参与积极性特别高。全区上下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
论述，按照市委、市政府建设体育强市要求，大力
推动体育事业发展。
“哇，这个公园好漂亮，耍的项目也很多。”
“从
家里过来只需 5 分钟，以后锻炼方便了。”看着眼
前即将投用的新公园，家住半岛逸景公租房的李
佩兰期待不已。位于伏牛溪板块的李雪芮飞羽公
园，现已基本完工，即将面向市民开放。其西侧的
李雪芮运动学校、北侧的李雪芮全民健身运动中
心也快速推进着。
重庆作为直辖市，目前主城区规划建设有龙
兴专业足球赛事中心、奥体田径赛事中心、华熙篮
球赛事中心，但无小球赛事场馆。大渡口具有良
好的“小球”基础，从 37 中走出的马金豹先后培养
了多位乒乓球冠军，羽毛球奥运冠军李雪芮已在
大渡口成立体育公司……这些为大渡口建设小球
赛事中心带来了契机。
据悉，重庆国际小球赛事中心项目位于大渡
口伏牛溪板块康体城片区，总占地面积约 3850
亩，其中体育用地 1128 亩，居住用地 1078 亩，公
园绿化、学校和城市道路等用地 1644 亩。
2019 年 7 月，大渡口区政府、市体育局、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市城投集团共同成立项目前期

工作组并启动相关工作，整个项目策划历时达 28
个月。市、区相关单位对项目的可行性、可操作性
进行了反复论证、研究评估。
“从‘奥体副中心’到‘康体城’，再到如今的
‘小球赛事中心’，一路走来，能够形成眼下较为完
善的建设思路实属不易。期间，还有过建设足球、
冰雪、赛车、水上项目、马术等多方面的思考谋
划。”伏牛溪新城公司负责人感慨，最后，研究提出
了建设以小球赛事场馆为核心 IP，集体育赛事、体
育培训、全民健身、娱乐消费为一体的体育综合
体。
日前，记者走访区发展改革委、区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区体育局等多个部门了解到，
“康体城”概
念最早于 2014 年提出，
当时就启动了有关工作。
“1992 年，占地 400 余亩、位于城区中心位置
的大渡口区体育场（现顺祥壹街区）建成投用。直
到现在我都清楚记得，作为当时区里最重要的体
育运动场所，一投用就迅速成为了市民经常前往
锻炼的地方。”区体育局一退休职工回忆，用现在
的词语形容，
那就是当之无愧的
“网红”
打卡地。
但因城市快速发展需要，原大渡口区体育场
被拆除，规划将伏牛溪片区建胜镇的一部分土地
作为还建体育场馆用地。此外，位于杨家坪西城
天街的重庆市体育运动学校拆迁，市体育局计划
将学校搬到大渡口，于是将用地指标也合了过来；
加上市城投集团储备用地，最终形成了目前 3850
亩的建设用地。

破题 “请进来走出去”借势借智借力
高标准规划建设小球赛事中心，能够为我们
带来什么？当前，大渡口正按照市委、市政府部
署要求，全力建设南部人文之城。长江文化艺术
湾区是南部人文之城建设的核心载体和主战场，
也是重庆六大新名片之一。小球赛事中心位于
长江文化艺术湾区核心区域，体育业态的注入，
将进一步丰富其内涵元素、完善产业体系，与音
乐半岛、美术半岛共同支撑形成“音乐+美术+体
育”多元融合的长江文化群、产业群、地标群。
2020 年 12 月，项目前期工作组委托国际级咨
询策划机构——阿特金斯开始了策划方案的编制；
2021 年 7 月 28 日，项目前期工作组举办重庆国际
小球赛事中心策划方案专家研讨会，邀请专业人士
为项目建设献计出力……近年来，小球赛事中心项
目的相关工作都在高速推进。
伦敦奥运会羽毛球女单冠军李雪芮，作为重庆
史上奥运首金得主，已成为重庆体育的一张响亮名
片。获悉重庆国际小球赛事中心项目通过审议的
消息后，
李雪芮高兴不已。
2020 年，区领导及区体育局、伏牛溪新城公
司负责人多次与李雪芮及其团队对接，打出“感
情牌”，努力争取退役后的李雪芮继续支持家乡
体育事业发展。目前，李雪芮团队已在大渡口注
册体育产业公司，并将李雪芮羽毛球俱乐部落户
大渡口。
之前，李雪芮在多个场合为家乡摇旗呐喊。
项目专家研讨会上，李雪芮与数十名体育界专家、
教授及知名体育产业公司负责人围绕项目策划方
案，从设计布局、场馆建设、赛事引入、产业汇聚等
方面，积极为小球赛事中心建设把脉支招。
国家网球管理中心竞赛部主任万建
斌建议，可以先承接 ATP500 网球

奋楫

赛事，后续不断提升赛事能级；首都体育学院教授
霍建新从项目可持续运营角度，建议将赛事功能与
全民健身、大众消费结合起来推进；中奥体育产业
集团总裁刘亚群说，可以采用“体育+”新业态新模
式，
激活体育经济发展潜力……
打造小球赛事中心最大难点在哪里？
“ 从各地
情况来看，建设一个大型体育场馆相对容易，真正
考验‘技术和火候’的地方在于后期运营维持，这可
以称得上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伏牛溪新城公司
负责人说。
为了少走“冤枉路”，尽最大努力建好用好小球
赛事中心，伏牛溪新城公司对国内外体育场馆运营
案例作了大量搜集分析。同时，赶赴深圳、北京和
成都实地考察学习了华润深圳大运会春茧体育中
心、华熙五棵松、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等实现场馆
运营平衡的案例。最终得出结论——坚持市场化
运营、丰富项目业态，
是实现场馆自平衡的关键。
具备开发、建设能力的企业多，但同时具备场
馆运营能力、运营资源的企业少。因此，在整个项
目策划和前期招商阶段，伏牛溪新城公司就坚持从
运营角度进行策划、招商，将重点瞄准为有体育场
馆运营能力、运营实绩的企业。截至目前，已对接
企业 30 余家。

登上半岛逸景公租房不远处的一个山坡举目
远眺，城市美景尽收眼底。如今，在重庆国际小球
赛事中心项目引领下，该片区将迎来新一轮的开发
建设。
建设小球赛事中心，大渡口具备怎样得天独厚
的基础条件呢？
在自然本底方面，片区十分便于整体开发，生
态优势明显，周边规划建设有两条快速路（主城三
纵线、五横线）和三条轨道线（2 号线、18 号线和 21
号线）；在人文本底方面，体育名人辈出，培养了重
庆首位奥运冠军李雪芮，武术世界冠军刘艳艳、袁
梦洁及洲际拳击冠军王艳蕊等；在发展本底方面，
位于长江文化艺术湾区核心区域，东南侧毗邻钓鱼
嘴音乐半岛，
区位条件特别好……
记者打探到，项目的总体定位为：国际一流、国
内首个国际小球赛事中心，宜业宜游的多功能体育
综合体。将打造成国际一流小球赛事之城、智慧体
育集群的产业之城、全民健身休闲的体美之城。
策划以国际网球中心和国际乒羽中心两个国
际级小球场馆为核心载体，以承办全运会为起步标
准，逐步达到承办 ATP1000 网球及其他国际小球
赛事的高端标准，成为中国西南地区小球赛事的首
选地；以赛事为核心，提供专业训练、运动康复理疗
等运动管理服务，拓展体育+培训、体育+传媒、体
育+商业、体育+文创、体育+研学、体育+科技等一
系列体育服务支持功能；在良好的基地山水条件
下，积极布局徒步、竞走、骑行、攀岩、越野、研学等
项目，
为群众提供更加健康的生活和消费方式。

记者手记

按下小球赛事中心建设“快进键”
2012 年，
“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写入党的十八
大报告；2014 年，全民健身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21
年，
《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正式印发……一
个个重磅文件和举措次第出炉，折射的是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
健康是“1”，后面“0”越多，群众的幸福感就越强。
培养走出重庆的第一个奥运冠军李雪芮；成功举办世
界杯攀岩赛、城
市定向赛等；扎实推进群众体
育，全民健身如火如荼……一
直 以 来 ，大 渡 口
高度重视体育
事 业 ，持 续 提

红领巾水库

李雪芮飞羽公园

升
“软硬件”
，群众参与体育运动的氛围越来越浓。
近年来，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我区倾情“表白”
体育项目，大力谋划、推进重庆国际小球赛事中心前期
相关工作，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现
实需要，也是南部人文之城、长江文化艺术湾区建设的
题中之义。
目标已锁定，号角已吹响！接下来，就需要我们
按下“快进键”，狠抓项目落地落实！小球赛事中心
建设意义重大，需要我们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让“体
育强区”真正变成现实，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更具质
感与温度。
（记者 罗超/文 龙在全/图）

打造音乐美术体育的“铁三角”

“为了更好发挥小球赛事中心作用，不让或减
少场地‘晒太阳’时间，所以，我们将以国际网球赛
事中心和国际乒羽赛事中心为两大核心支撑项目，
同时策划布局相关配套支撑项目。”伏牛溪新城公
司负责人称。
配套支撑项目包括：小球训练基地——围绕乒
乓球、羽毛球、网球训练，拟规划建设市级小球训练
管理基地；体育产业项目——拟规划建设国际体育
会展中心、国际体育智研中心、体育器材交易中心、
体育器械检测中心、体育产业孵化器、智慧运动健
康中心、运动康复理疗中心、体育新媒体中心等设
施；文体综合体——结合周边轨道站点，拟规划建
设赛事主题酒店、全民健身中心以及配套商业等设
施；户外运动公园——结合公园绿地和伏牛溪水
体，规划建设慢行跑道、极限运动营地等具有山水
特色的户外运动公园；体育社区——把运动融入社
区，拟规划建设活力四射的体育社区和体育特色学
校。
重庆国际小球赛事中心项目的建设号角已经
吹响！接下来，各相关单位将通力协作，按照市
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安排部署，全力全速推
进，努力实现一年完成征地拆迁工作，三年完成核
心场馆建设，五年完成周边主要配套设施建设。
我们期待而且坚信，小球赛事中心在各方共同
努力下一定能取得积极进展，与音乐半岛、美术半
岛形成一个“铁三角”。义渡扬帆，小球奋楫！伴随
着城市发展的动人旋律，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重
庆国际小球赛事中心正
“踏乐”
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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