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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27 日电新华社体育部评出 2016 年中
国体育十大新闻(按事件发生时间先后为序)：

1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筹备工作全面启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所有新建竞赛场馆已开始规划设计；
面向全球的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设计方案征集工
作于 11 月底结束，进入评审阶段。1 月在新疆成功举行的第
十三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也为北京冬奥会筹办积累了经验，为
推进“三亿人参与冰雪”起了助力作用。

2 、中国足球改革拉开序幕

足球运动管理中心 2 月撤销，中国足协实现与国家体
育总局脱钩；4 月发布的《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6 — 2050 年)》对中国足球首次制定了时间段明确的
长远发展规划；5 月发布的《全国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规划
(2016-2020 年)》对全国足球场地的建设目标和任务、建设
方式和资金来源、开放利用和规划的组织实施等提出明确
的要求。

新任主帅里皮 11 月 15 日率领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预选
赛亚洲区 12 强赛中以 0：0 战平卡塔尔队。五战过后中国队
两平三负积 2 分，出线机会渺茫。里皮是中国队 2016 年的第
三位主教练。此前，由于率队战绩不佳，法国籍主帅佩兰和本

土教练高洪波分别下课。

3 、万达集团成为国际足联顶级赞助商

3 月 18 日，国际足联宣布万达集团正式成为国际足联合
作伙伴，万达也成为国际足联第六个最高级别赞助商，享有
2016-2030 年国际足联顶级赞助商权益。这是国际足联历史
上第一次迎来来自中国的顶级赞助商。

4 、四川队成为第五支 CBA 总冠军球队

3 月 20 日，四川金强男篮在总决赛第五场以 94：91 险
胜辽宁男篮，以 4：1 的总比分获得 2015-2016 赛季总冠军，
成为继八一、广东、上海和北京后 CBA 历史上第五支总冠军
球队。

5 、姚明入选 NBA 名人堂

4 月 4 日，曾效力 NBA 休斯敦火箭队的前中国篮球
运动员姚明入选 2016 年奈史密斯篮球名人堂。名人堂评
价姚明是一名受人尊重的球员以及篮球运动的友好使
者，改变了世界篮球运动的面貌。9 月 9 日晚，他出席了
名人堂入堂典礼，正式成为名人堂第一个来自亚洲的“名
人”。

6 、北京兴奋剂检测实验室认证资格失而复得

8 月 15 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致函北京兴奋
剂检测实验室，认可其已完成技术整改并达到评审要求，决定
立即恢复实验室认证资格。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 4 月以“未能
符合”相关标准为理由，暂停了北京兴奋剂检测实验室认证资
格。

7 、中国军团“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在里约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赢得 26 枚金牌、18 枚
银牌、26 枚铜牌，位居奖牌榜第二位。中国女排继 1984 年洛
杉矶奥运会、2004 年雅典奥运会之后第三次获得奥运会冠
军；中国运动员在场地自行车和男子跆拳道项目上首夺奥运
金牌。在里约残奥会上，中国代表团赢得 107 枚金牌、81 枚银
牌、51 枚铜牌，打破 51 项世界纪录，连续 4 届残奥会位居金
牌榜和奖牌榜第一位。

8 、顶层设计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纲要称到 2030 年要实现以下目标：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
主要健康危险因素得到有效控制；健康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健

康产业规模显著扩大；促进健康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
国务院办公厅 6 月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

就“十三五”时期深化体育改革、发展群众体育、倡导全民健身新
时尚、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做出部署；10 月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健
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部署推动健身休闲产业全面健康可持
续发展。此外，多个涉及体育产业、冰雪运动等发展的规划以及
有关山地户外、水上、航空等运动产业文件也在 2016 年相继颁
布，就进一步加强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发展做出顶层设计，
提出具体要求。

9 、人类航海纪录挑战者郭川失联

北京时间 10 月 25 日，单人驾驶帆船穿越太平洋的中国职
业帆船选手郭川在航行至夏威夷附近海域时失联。虽经多方努
力搜救，但郭川至今下落不明。曾创造多项人类航海纪录的郭
川，驾驶帆船于北京时间 10 月 19 日从美国旧金山出发，以上海
为目的地，开始挑战单人不间断跨太平洋航行世界纪录。

10 、CBA 公司在京成立并揭牌

11 月 22 日，中篮联(北京)体育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
CBA 公司共有 21家股东，其中包括中国篮协和 20家 CBA 俱
乐部。公司成立标志着 CBA 联赛改革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也是
管办分离、体育职业化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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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京 12 月 27 日电(记者王恒志、韦骅)即将过
去的 2016 年对中国体育而言意义非凡。

1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筹备工作全面启动

2016 年即将走向尾声，2022 年的脚步已经近了。这是奥
林匹克运动第三次来到中国，通过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和 2014
年南京青奥会的精彩，世界对中国成功举办赛事充满信心。作
为未来六年中国体育的重头戏之一，筹备工作的全面启动，将
从各方面确保把北京冬奥会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
盛会。另外，相信在筹备工作全面启动之后，北京冬奥会将进一
步推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让更多人爱上冰雪运动，爱上体育。

2 、中国足球改革拉开序幕

虽然中国男足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 12 强赛中两平三
负出线机会渺茫，但中国足球仍然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2016 年，足改的脚步一直没有停下，进行顶层设计的同
时更在不断细化，当一条条足改方案落到实处，真正在基层生
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时候，中国足球大概就可以和“家祭无忘告
乃翁”式的调侃一刀两断，真正成为亚洲一流强队，乃至成为
世界杯常客了。

3 、万达集团成为国际足联顶级赞助商

这是中国企业首次成为国际足联的顶级赞助商，其意义

远远不止“赞助商”这三个字。要知道，万达在取得市场营销权
益的同时，和国际足联的合作还包括如何支持中国足球发展、
如何支持中国开展青少年足球运动以及支持中国举办一些大
型比赛等，这样的战略布局令很多人也开始重提中国申办世
界杯的可能。或许，在家门口看一次世界杯真的不只是梦想。

4 、四川队成为第五支 CBA 总冠军球队

CBA 迎来第五位“王者”，而这个冠军带给 CBA 的还有
很多思考。

四川队是三外援政策实施以来首个凭借三外援夺冠的球
队，也是名副其实的“黑马”。但是且不说打架事件令总决赛变
了味道，四川队的夺冠还令很多人对三外援政策本身持保留
态度。毕竟，从历史上看，凭借三外援取得的好成绩都是昙花
一现，在接下来失去三外援优势的赛季里，这些球队都难有大
的作为。截至目前，卫冕冠军在本赛季过半的情况下仅排在
11 位，还要为季后赛资格努力，也再度佐证这一冰冷的现实。

5 、姚明入选 NBA 名人堂

在很多人看来，姚明入选名人堂完全是板上钉钉的事。毕
竟，作为在 NBA 取得最大成功的亚洲人，作为中国当代最出
色的体育明星之一，姚明在体育领域发挥的作用从没有局限
于篮球场之内。体育，向来是教育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一个正
面积极的偶像，又是孩子最好的榜样。“Yao”正在做的事情，
需要有更多体育人并肩前行。

6 、北京兴奋剂检测实验室认证资格失而复得

北京兴奋剂检测实验室从 1989 年成立以来连续 27 年
通过考试保持认证资格，但可惜在 2015 年 10 月世界反兴
奋剂机构进行的双盲考试中报告出了两个假阴性结果，也
就是未能检测出考试样品中的阳性物质。根据规定，世界反
兴奋剂机构 4 月份决定暂停北京兴奋剂检测实验室 4 个月
的认证资格。不过，北京兴奋剂检测实验室在 4 个月期满前
经过技术整改达到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要求，认证资格得
以顺利恢复。

7 、中国军团“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无论是中国女排第三次夺得奥运冠军，还是中国残奥代
表团连续四届位居金牌和奖牌榜首；无论是傅园慧的“洪荒之
力”，还是残奥选手们脸上的微笑和汗水；无论是钟天使和宫
金杰头盔上惊艳的京剧脸谱，还是“鲨鱼”许庆泳池中奋起的
独臂……这个夏天中国军团在两个奥运上的精彩表现带给了
国人无数感动与力量。虽然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迫切需要用
金牌和冠军向世界证明自己的中国，但走上竞技场就是要争
先，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永不磨灭的精神凝聚。

8 、顶层设计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这就要求把人民健康

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作为国家战略的全民健身，将是健康
中国建设的坚定柱石。《“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发布已为
全民健康绘制出宏伟蓝图。另外，2016 年出台的《全民健身计划
(2016-2020 年)》等系列规划和指导意见的出台，毫无疑问将进
一步推动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全面发展，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9 、人类航海纪录挑战者郭川失联

对很多人而言，郭川本身就是个奇迹，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人类航海纪录的他，已经成为航海界的一面旗帜。他的航海是
一种极为纯粹的精神象征，他也一直希望自己的事迹能给人们
带来更多激励。

从 10 月 25 日至今，虽然郭川已经失联两个月之久。纵使英
雄尚未归来，他筑起的人类理想和生命价值的高峰依然令人高
山仰止，同时又心向往之——— 纵然人生无常，但没有什么能阻
止人们满怀信心和勇气去创造奇迹和追求梦想！

10 、CBA 公司在京成立并揭牌

对 CBA 联赛来说，CBA 公司的成立意味着改革迈出了标志
性的一步。虽然中国篮协在新成立的 CBA 公司中仍是大股东，但
20家俱乐部合计占股 70%，这意味着未来篮协将没有“一言堂”
的能力，同时篮协的大股东地位又能让联赛不至于因资本而完全
“脱缰”，这样的组成架构，无疑会令联赛的各个主体各归其位，各
得其所。当然，成立公司只是改革的第一步，但无论如何，这一步
的方向和目标十分明确，一个更加职业的联盟仿佛呼之欲出。

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各项改革深化推进
2016 年国内体育十大新闻解读

▲拼版照片：图一：3 月 21 日的国际足联和万达集团战略合作发布会。新华社发 图二：3 月 20 日的 CBA 总决赛颁奖仪式。新华社记者王毓国摄 图三：上图为中国女排队员在里约奥运夺冠后合影；下图为中国队选手在里约残奥会上夺冠后
庆祝。新华社记者岳月伟、李明摄 图四：10 月 18 日，在美国旧金山湾，郭川在他的三体帆船上。新华社记者徐勇摄 图五：11 月 22 日中篮联(北京)体育有限公司揭牌。新华社记者曹灿摄 图六：9 月 9 日，姚明在名人堂入堂典礼中致辞。新华
社记者王迎摄 图七：3 月 26 日拍摄的武汉·中国车都城市足球公园。新华社记者程敏摄 图八：1 月 30 日，解放军队队员程方明在第十三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上。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图九：4 月 22 日拍摄的悬挂有“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标志的
楼宇。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图十：6 月 23 日，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刘鹏在介绍《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新华社记者王丽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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