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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十四五”时期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补短板行动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国办发〔2020〕36 号）、《“十四

五”时期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实施方案》(发改社会

〔2021〕555 号)、《广东省“十四五”时期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补短板五年行动方案》(粤体群〔2021〕80 号)等文件精神,

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统筹解决

当前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下称“健身设施”）总量不足、结

构不优、载体不新、质量不高、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等问题，

更好地发挥全民健身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制定

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更加公平可及，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

供给进一步增加，户外运动公共服务设施逐步完善，健身环

境明显改善，全民健身产品和服务更加丰富，不断满足广大

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身需要。到 2025 年，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达到 2.8 平方米以上，每万人足球场地达到 0.9 块

以上，新建（改扩建）体育公园不少于 8 个，补齐“两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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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一池一中心”短板，各县（市、区）城区实现 10 分钟健

身圈全覆盖，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向自然村延伸，构建起配置

更合理、使用更便民、管理更高效的健身设施网络。

二、工作任务

（一）加强体育公园建设

“十四五”时期，各县（市、区）分别新建或改扩建体

育公园不少于 1 个。体育公园至少要包括以下 4 类功能：一

是常规球类：如 7 人制（5 人制）足球场、标准（3 人制）

篮球场、门球场、乒乓球场、羽毛球场、网球场、多功能运

动场地、极限运动设施等。二是步道类：如健身步道、骑行

道等。三是广场与器械类：如全民健身广场、室外健身器械

场地等。四是儿童活动设施类：如秋千、滑梯、平衡木、浅

水池、沙坑、攀爬类设施等。体育公园在设计时要考虑具备

应急避难场所等功能，鼓励建设智慧健身设施。

常住人口 50 万以上的县（市、区），建设不低于 10 万

平方米的体育公园。其中，健身设施用地占比不低于 15%，

绿化用地占比不低于 65%，健身步道不少于 2 公里，无相对

固定服务半径。至少具有 10 块以上运动场地，可同时开展

的体育项目不少于 5 项。

常住人口 30-50 万的县（市、区），建设不低于 6 万平

方米的体育公园。其中，健身设施用地占比不低于 20%，绿

化用地占比不低于 65%，健身步道不少于 1 公里，主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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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径应在 5 公里以内。至少具有 8 块以上运动场地，可同时

开展的体育项目不少于 4 项。

常住人口 30 万以下的县（市、区）,建设不低于 4 万平

方米的体育公园。其中，健身设施用地占比不低于 25%，绿

化用地占比不低于 65%，主要服务半径应在 1 公里以内。至

少具有 4 块以上运动场地，可同时开展的体育项目不少于 3

项。

（二）推进足球场地建设

“十四五”时期，全市新建足球场不少于 40 块。重点

建设标准场地 11 人制足球场，非标准场地 7 人制（8 人制）、

5 人制足球场。

11 人制标准足球场。场地比赛区（划线区）不小于 90

×45 米。可设置在田径场地内，也可独立设置。应提供较比

赛场地更大的草坪延展区，周围区域范围应满足安全缓冲和

竞赛工作的需要。为了便于开展群众性和青少年足球运动，

可以将标准足球场划分为两个非标准足球场使用。

非标准足球场。7 人制（8 人制）足球场，场地比赛区

（划线区）不小于 45×45 米，可将标准足球场划分为 2 个 7

人制足球场，也可独立设置，还要在比赛场地外设置缓冲区。

5 人制足球场，场地比赛区（划线区）不小于 25×15 米。在

比赛场地外应设置缓冲区。

（三）补齐“两场一馆一池一中心”建设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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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东省全民健身条例》规定，“十四五”时期，

各县（市、区）配齐体育场、全民健身广场、体育馆、游泳

池（馆）、全民健身中心（市属健身设施与端州区共建共用，

纳入端州区统计口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要考虑具备

应急避难场所等功能和运营管理信息化要求。

1.体育场：县（市、区）级体育场应建有固定看台（座

席数不限），体育场中标准田径跑道周长为 400 米，弯道半

径为 36.5 米，两圆心距(直段)为 84.39 米；环形跑道 8 条、

直跑道 8-10 条、每条跑道宽度不低于 1.22 米。体育场中标

准足球场按 11 人制标准足球场设置。

2.全民健身广场：县（市、区）级全民健身广场占地面

积不低于 10000 平方米，其中健身设施面积不少于 5000 平

方米。全民健身广场以室外场地为主，能够开展球类、跑步、

轮滑、健身操等多项体育健身活动。

3.体育馆：县（市、区）级体育馆应建有 1000 个以上

的固定座席。

4.游泳池（馆）：县（市、区）级游泳池（馆）应建有 1

个以上标准游泳池。标准游泳池尺寸 50×25 米。

5.全民健身中心：县（市、区）级全民健身中心以室内

场地为主，可室内外场地结合。室内建筑面积 3000 平方米

以上，主要包括运动健身功能区和配套服务功能区。运动健

身功能区建筑面积不低于总面积的 50%，不设固定看台（座



— 6 —

席），可开展的运动项目不少于 4 类（如球类、健身操、器

械健身、游泳等）。室内健身活动场地应根据健身项目选择

木地板、合成材料或专用地垫等。配套服务功能区主要包括

必要的餐饮配套服务、场馆管理办公以及卫生间、医务室等

配套设施。

在建设室内场地的基础上，可配套建设室外健身活动场

地。室外健身活动场地应包含活动区和缓冲区，场地面层可

根据健身项目选择合成材料、人造草坪或悬浮拼装地板等。

室内外场地均需配备照明系统，室内场地水平照度不低

于 200LX，室外场地水平照度不低于 150LX。全民健身中心

在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具备改造为临时方舱医院等功能。鼓励

建设智慧健身中心。

（四）推动健身步道建设

根据各地区自然、人文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以自然要

素为依托，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统筹规划、有序推进。

“十四五”时期，各县（市、区）须完成 200 公里以上健身

步道建设。健身步道按照运动形式主要分为健走步道、登山

步道和骑行道。鼓励建设智慧健身步道。

1.健走步道：适用于街道、社区、滨河道、公园等的步

道，道路本体的宽度不少于 2 米，单个项目道路长度原则上

不低于 5 公里。道路面层应采用合成材料、彩色沥青、木制

材料等。标识系统应有信息标识、指向标识和警示标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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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登山步道：适用于在可开展登山健身运动区域的步

道，道路本体宽度不低于 1.5 米（受山势地形影响，局部地

区最小宽度不低于 1 米），单个项目道路长度原则上不低于

10 公里。道路面层应以原地土石道为主，辅以彩色沥青道、

砾石道、间隔石道、木栈道等。标识系统应有导示标识、警

示标识、劝示标识和路书等。

3.骑行道：适用于符合骑行运动要求的街道、社区、滨

河道、公园等的骑行道，道路本体单行线宽度不少于 2 米，

单个项目道路长度原则上不低于 15 公里。道路面层采用彩

色沥青、合成材料等。标识系统应有指示标识和速度警示标

识等。骑行道不可与机动车道混用。

（五）开拓户外运动公共服务设施新空间

结合我市山地、水体资源丰富的实际情况，以及体育产

业新业态发展情况，重点推进室内滑雪场、山地户外营地、

汽车摩托车户外运动营地、航空运动营地、水上运动基地等

项目设施建设。户外运动公共服务设施需配套公共服务中

心、公共厕所、停车场、连接道路、污水处理、应急救援等

设施。

（六）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充分利用好健身设施载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赛

事活动。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扩大群众参

与，积极培育群众健身意识。“十四五”时期，各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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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年均组织各类各级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不少于 15 场。到

2025 年，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5%以上，

国民体质达标率达到 93%以上。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市、区）党委、政府要明

确推进健身设施补短板工作的思路、规划和措施，将健身设

施补短板目标任务纳入本地国土空间规划和全民健身计划，

并组织编制好体育设施空间布局规划，依法保障设施用地。

在党委、政府领导下，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分工协作，强化项

目组织实施，将工作责任落实到岗到人，严格项目管理，加

强项目储备、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二）加强政策支持。各县（市、区）要充分利用集体

建设用地、符合条件的“四荒”（荒山、荒沟、荒丘、荒滩）

土地、生态修复地（废弃矿区）以及闲置资源建设健身设施。

鼓励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以租赁方式向社会力量

提供用于建设健身设施的土地,租期不超过 20 年。以先租后

让方式供地的,健身设施建成开放并达到约定条件和年限后,

可采取协议方式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出让的土地应继续用于

健身设施建设运营。对按用途需要采取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

让的土地,依照有关规定办理。依法必须以招标拍卖挂牌方

式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土地实行先租后让、租让结合

的,招标拍卖挂牌程序可在租赁供应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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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资金投入。各县（市、区）要加大对健身设

施的财政资金投入，将建设“两场一馆一池一中心”纳入本

级财政预算。综合运用财政资金、商业贷款、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企业债券、产业投资资金等多种资金渠道，解决项目

建设资金。“十四五”时期，国家将对体育公园、全民健身

中心、公共体育场中标准田径跑道和标准足球场地、社会足

球场、健身步道、户外运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予以资金

补助，各地要严格按照国家支持方向、遴选标准和补助额度

储备项目，积极争取中央预算资金支持。

（四）加强运营管理。各县（市、区）要建立健全健身

设施管理措施，推动智能化管理设施建设，鼓励通过多种模

式，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提高建设效率和运营活力，确保“有

人建、有人管”，不断提升群众健身满意度。政府投资和享

受政府补助的健身设施应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全民健身基

本公共服务标准，做好免费低收费向社会开放，不断提高管

理和服务水平。

（五）加强监督考核。各县（市、区）政府要加快制定

本地的“十四五”时期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行动方案，

分年度细化明确建设内容、规模、数量、用地供给及资金安

排等情况，于 2022 年 6 月底前报市文广旅体局、市发展改

革局。要将健身设施补短板建设任务纳入绩效考核，定期开

展建设情况的督促检查。“十四五”周期结束时，省、市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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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对各县（市、区）完成情况进行评估考核。

附件：1.肇庆市“十四五”期间体育公园建设任务指标；

2.肇庆市“十四五”期间各县（市、区）公共体

育场馆建设补齐短板任务；

3.肇庆市“十四五”期间足球场地建设指导目标；

4.肇庆市“十四五”期间各县（市、区）健身步

道建设指导目标。



— 11 —

附件 1：

肇庆市“十四五”期间体育公园建设

任务指标

县（市、区）
常住人口数量（万人）

（第七次人口普查）

体育公园

建设数量

体育公园建

设面积（㎡）

端州区 60.24 1 ≥100000

鼎湖区 20.91 1 ≥40000

高要区 74.16 1 ≥100000

四会市 64.10 1 ≥100000

广宁县 40.81 1 ≥60000

德庆县 33.14 1 ≥60000

封开县 37.48 1 ≥60000

怀集县 80.52 1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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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肇庆市“十四五”期间各县（市、区）

公共体育场馆建设补齐短板任务

县（市、区） 现有公共体育场馆 需补齐的公共体育场馆

端州区

体育场、体育馆、游泳池、

全民健身广场、全民健身中

心（市、区共建共用）

鼎湖区 体育场、体育馆
游泳池、全民健身广场、全

民健身中心

高要区
体育场、体育馆、游泳池、

全民健身广场
全民健身中心

四会市
体育场、体育馆、游泳池、

全民健身广场
全民健身中心

广宁县
体育场、体育馆、全民健身

中心、全民健身广场
游泳池

德庆县
体育场、体育馆、游泳池、

全民健身广场
全民健身中心

封开县
体育场、体育馆、游泳池、

全民健身广场
全民健身中心

怀集县
体育场、体育馆、全民健身

广场
游泳池、全民健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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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肇庆市“十四五”期间足球场地建设目标
数据统计截止时间：2020 年 12 月 31 日

县（市、区）

2020 年足球

场地数量

（块）

2020 年人口

数量（万人）

2020 年人均

足球场地

（块/万人）

2025 年预计

人口数量

（万人）

2025 年人均

足球场地

（块/万人）

建设指导

目标（块）

建设考核

目标（块）

端州区 48 60.24 0.48 61.73 56 8 4

鼎湖区 30 20.91 1.34 21.43 20 - -

高要区 49 74.16 0.69 76.00 69 20 10

四会市 85 64.10 1.00 65.69 60 - -

广宁县 19 40.81 0.44 41.82 39 20 10

德庆县 26 33.14 0.91 33.96 32 6 3

封开县 35 37.48 0.80 38.41 36 1 1

怀集县 50 80.52 0.73 82.51 75 25 12

合 计 342 411.36 全市平均 0.83 421.54 379 8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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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肇庆市“十四五”期间各县（市、区）

健身步道建设指导目标

数据统计截止时间：2020 年 12 月 31 日

县（市、区）
现有总长度

（公里）

“十四五”

目标总长度

（公里）

建设指导目标

（公里）

端州区 46.3 200 153.7

鼎湖区 13 200 187

高要区 12.05 200 187.95

四会市 24.5 200 175.5

广宁县 168.45 200 31.55

德庆县 56.75 200 143.25

封开县 59.28 200 140.72

怀集县 174.65 200 25.35

合 计 554.98 1600 104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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