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市体育局

苏州市文化f电和旅游周
苏体产(2020) 2号

关于开展2020年苏州市体育旅游精品项目申

报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市、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姑苏区教育

体育和文化旅游委员会,苏州工业园区宣传部(文体旅游局) :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

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6) 7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扩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领域消费的意见)) (国

办发(2016) 85号)、《国家旅游局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大力发展

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 (旅发(2016) 172号)和《市政府办公室

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实施意见)) (苏府办(2018) 346
号) ,按照《苏州市旅游局苏州市体育局关于进一步促进苏州旅

游与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苏旅促(2017) 97号)要

求,进一步推进我市体育旅游的健康快速发展,决定开展2020
年苏州市体育旅游精品项目申报评选工作。

一、申报评选类型

本次申报评选的苏州市体育旅游精品项目共分三类,具体包

括:

1
i



(一)体育旅游示范基地:指融合多个特色鲜明的体育旅游

项目的景区等场所;

(二)体育旅游精品赛事:指本市范围内已经连续多年举办

的国际或全国性体育赛事和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民间民俗体育

赛事,以及常年举办的特色体育旅游节庆活动;

(三)体育旅游精品线路:指本市范围内以体育项目如步道

健身、登山徒步、自行车骑游等为主要载体,融合相关旅游资源

形成的优质体育旅游线路。

二、申报评选条件

(一)苏州市体育旅游示范基地(以下简称“基地" )申报

条件

1苏申报单位为从事本场所经营管理活动的法人单位。

2.依托湖泊、山地、天空、冰雪等资源,为游客提供特色

鲜明、类型多样的体育旅游项目,实现体育与旅游有机结合。

3.年接待游客数量不少于10万人次,承办过国际或国内重

大体育旅游赛事或活动,具有较高知名度,示范辐射作用强,经

济社会效益突出。

4.具有便利的交通条件,环境整洁,卫生良好,周边有配

套的餐饮、住宿、购物、娱乐等旅游服务设施。

5.具备与旅游接待能力相匹配的场地、设施、技术、人员、

资金等方面的支撑条件,能够提供完善的旅游接待和其他旅游延

伸服务,有得力的管理运营团队和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服务质

量优良。

6.安全管理制度健全,安全保障措施得力,风险防范机制

运行顺畅,近三年无安全责任事故。

(二)苏州市体育旅游精品赛事(以下简称“赛事" )申报条

件

1苏申报单位为实际运作本赛事活动的主办、承办、协办单

位之一。

2.观众数量多,新闻传播广,知名度高,影响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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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历史传承性好,体育文化内涵丰富,开发纪念品种类丰

富、特色鲜明。

4.所提供的安全救护、医疗卫生、餐饮住宿、交通接待、

游览观光、旅游咨询、商业服务等延伸服务配套完善。

5.组织保障有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对举办地的

地区形象和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推进作用。

6.安全管理制度健全,安全保障措施得力,风险防范机制

运行顺畅,近三年无安全责任事故,未受到体育及相关部门行政

处罚。

〈三〉苏州市体育旅游精品线路(以下简称“线路" )申报条

件

1苏申报单位为本线路的实际经营管理单位。

2.巧妙利用体育资源、自然资源、文化资源,提供特色鲜

明的体育旅游线路。

3.线路设置科学合理,适游人群广,适游时间长,体育旅

游参与性强、体验度高。

4.沿线具备与体育旅游接待能力相匹配的场地、设施、技

术、人员、资金等方面的支撑条件,能够提供完善的旅游接待和

其他旅游延伸服务。

5.有得力的管理运营团队、专业的救护配套机制和健全的

内部管理制度,服务质量优良。

6.安全管理制度健全,安全保障措施得力,风险防范机制

运行顺畅,近三年无安全责任事故。

三、申报评选程序

(一)自愿申报。申报单位按照自愿原则,根据上述条件进

行自检认为达到基本条件后,于2020年3月20日前按照属地原

则向本地体育主管部门和旅游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提交“基

地

〈二)审核才住荐o各市、区体育和旅游主管部门会商,共同

对收到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把关,择优推荐符合条件的项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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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三)专家评选。市体育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共同成立

专家小组,对申报单位材料进行复核并根据需要对申报项目进行

现场检查,审定“基地

(四)统一公布o市体育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对通过评

审的申报项目进行社会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统一公布。

(五)动态管理。市体育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将对获评

项目组织开展必要的跟踪评估,对发展缓慢、品牌退化、社会不

良反映突出的项目,要求进行整改,经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取消

称号。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有序组织。各市、区体育、旅游主管部门

要高度重视,组织指导相关单位做好申报工作,并于2020年3
月27日前将申报材料和申报单位清单汇总报送至市体育局产业

处。市体育局将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共同开展评选工作。

各地“基地”、“赛事”和“路线”申报总数:张家港市、常

熟市、大仓市、昆山市和吴江区不超过5个,吴中区、相城区、

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和苏州高新区各不超过3个。

(二〉认真核查,严格把关。各地要严格按照上述申报条件,

规范程序,对申报单位材料认真把关。申报材料应按照上述申报

条件逐项列明主要内容,尤其是每个“基地”、“赛事”和“线路”

均需提供200字以内的总体概况介绍, 5张以上高清图片(3M以

上),如有视频资料请一并提供。所有申报材料均需提供电子版,

纸质材料提供一份即可。

已获评2019年省级及以上体育旅游精品项目的本次不需重

复申报,将自动列入市级体育旅游精品项目。

(三)多措并举,积极鼓励。市体育和旅游主管部门将从政

策、资金、人才培训、宣传推广等方面综合施策,力口大支持力度,

进一步发挥“基地Y\ “赛事”和“线路”的示范带动作用。

获评项目将列入产业项目储备库名录,并在省级及以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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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比中予以重点推荐,在省级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体育健身

俱乐部扶持资金项目申报、市级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

报、“体融通”担保贷款等工作中予以优先推荐。

申报材料邮寄地址:苏州市体育局体育产业处(人民路1168
号广场酒店东侧);邮编: 215002

工作业务咨询联系:

苏州市体育局体育产业处 高亚萍 电话: 65211075
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

陶嘉佳 电话: 69823052

附件:1苏 “苏州市体育旅游示范基地”申报表

2. “苏州市体育旅游精品赛事”申报表

3. “苏州市体育旅游精品线路”申报表

苏州市体育局体育产业处 2020年2月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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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体育旅游示范基地”申报表

申报单位(公章) 年月日

项目名称

联系人 职务

手机 地址

电子邮件 邮编

体育旅游基地所 是否配有餐饮住

处旅游资源级别 宿等服务设施

开业时间
2019年度接待

人数(万人)

近3年是否发生 是否配备专业指导员

过安全责任事故 (教练员或导游)

服务于体育旅游项目 专职工作人员数量 兼职工作人员

的工作人员数量 )人 数量( )人

基地内主要开展的(特色)体育
/

旅游项目(附照片)

口国家级 口省级口市级

近一年来专门对体育旅 请罗列主要媒体及报道时间(附证明材料)

游项目报道的媒体级别
2.
3.

是否开发专门 口有 口没有

体育旅游纪念品 (如有,每种纪念品请附1-2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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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介绍

1苏基地总体概况( 200字以内)

2.基地内体育旅游项目质量与丰富度,包括基地内已开发运营的体育旅

游项目的数量和体育旅游项目的新奇特水平( 200字以内)

3.体育旅游专业配套设施、设备和服务( 200字以内)

4.体育旅游专业安全救护与卫生服务,包括所须配备的特种作业与医护

人员、救护设施设备、个人卫生清洗、专业清洁设施设备等服务( 200
字以内)

5.体育旅游营销推广,包括专为基地内体育旅游项目宣传报道的媒体级

别、媒体报道数量,营销渠道,市场推广,参与人数( 200字以内)

6.基地综合服务,指基地为游客所提供的“行、游、住、吃、购、娱”一

般性服务、体育旅游特色体验服务和景区质量等级( 200字以内)

7.基地体育文化特色,包括基地所蕴含沉淀物质性体育文化、精神性体

育文化;也包括开发的体育旅游纪念品、体育旅游标识系统等( 100字

以内)

推荐单位(市、区体育、旅游部门) :

盖章

年月日

填表说明:

l、“体育旅游项目所处旅游资源级别”指景区、度假区、生态旅游示范区。

2、“服务于体育旅游项目的工作人员数量”分为专职工作人员和兼职工作人员。“专职工作人员”

指专门直接服务于该体育旅游项目开展安全救护人员、运动项目指导员等工作人员,工作年限l

年以上,专职工作人员应持有相关资格证书;“兼职工作人员”指其它以各种形式间接服务于该体育

旅游项目的工作人员。

3、“近一年来专门对体育旅游项目报道的媒体级别”指2019年1月份以来对该体育旅游项目专

门进行报道的各类媒体。

4、请申报单位将相关附件材料按照上述表格顺序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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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苏州市体育旅游精品赛事”申报表

申报单位(公章) 年月日

项目名称

联系人 |职务

手机 地址

电子邮件 邮编

开始举办时间
2019年度参与人数
(含观众) (万人)

是否为省级及以 是否有赛事活动
上重点赛事项目 标识系统

是否提供相关旅 近3年是否出现
游延伸服务 过安全责任事故

赛事活动已连续举办届数
(如3届以上,只需附近3届相关证 口小于3届 口3届及以上

明材料)

赛事活动级别 口国际级 口国家级(跨省) 口地区级

运动员参赛人数 )人

赛事活动直接投资额 口100万以下口100-500万口500万以上

每届赛事活动约持续时间 口1-2天口3-4天口4天以上

口海外 口国家级 口省级
赛事活动 请罗列主要媒体及报道时间(附报道复印件或视频资料) :
报道媒体

级别 2.
3.

赛事活动举办期间 2.
配套经济文化活动举办情况 3.

是否开发专门 口有 口没有
赛事活动纪念品 (如有,每种纪念品请附1-2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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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活动介绍

1苏赛事活动总体概况( 200字以内)

2.赛事活动质量,包括体育赛事活动的特色、赛事活动知名度、也包括

赛事活动的外延文化活动的特色等( 200字以内)

3.赛事活动服务,包括赛事活动举办期间为游客所提供的安全救护、医

疗卫生、餐饮住宿、交通接待、游览观光、旅游咨询、商业服务等服务

种类和服务质量( 200字以内)

4.赛事活动营销推广,包括赛事活动宣传报道的数量和强度,营销渠道,

市场推广,参与人数等( 200字以内)

5.赛事活动效益,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00字以内)

6.场地设施与环境,包括举办体育赛事活动所需要的场地、场馆、配套

设施和周边自然文化生态环境等( 200字以内)

7.赛场体育文化特色,包括赛事活动举办的场地设施等所蕴含沉淀物质

性体育文化、精神性体育文化内涵,也包括赛事纪念品、赛事标识系统

等(100字以内)

推荐单位(市、区体育、旅游部门) :

盖章

年月日

填表说明:

l、“赛事活动已连续举办届数”指该项赛事活动自第一届举办以来连续举办次数。需附能够证

明赛事举办届数的相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2、“赛事活动直接投资额”指赛事活动运作主体为举办该项赛事在竞赛组织、后勤服务等方面

的直接投资,而不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城市环境改造等方面投资。

3、请申报单位将相关附件材料按照上述表格顺序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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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苏州市体育旅游精品线路”申报表

申报单位(公章) 年月日

项目名称

联系人 职务 电话

手机 地址

电子邮件 邮编

该线路建成对外开放时间 年一一月

罗列线路中包含的主要(特色)
体育旅游项目(附照片)

近3年是否发生 沿线是否配备
过安全责任事故 应急救护设备

服务于体育旅游线路 专职工作人员数量 兼职工作人员数量
的工作人员数量 )人 )人

口海夕卡 口国家级 口省级
请罗列主要媒体及报道时间

近一年来线路报道的
(附报道复印件或视频资料) :

媒体级别 1苏

2.

3.

体育旅游线路总长度 )千米

是否开发专门 口有 口没有
线路旅游纪念品 (如有,每种纪念品请附1-2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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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介绍

1苏线路总体概况( 200字以内)

2.体育资源禀赋,包括线路所依托的体育资源、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的
特色质量、丰富程度和组合状况( 200字以内)

3.线路专业配套设施与服务,包括线路配套的专业硬件场地设施和所必
须提供的专业指导、安全救护、洗浴清洁等服务的种类与服务质量( 200
字以内)

4.线路交通,包括线路中交通设施(包括水路、山路、公路等)、交通
服务、线路里程、线路设计科学合理等情况( 200字以内)
5.线路适游性,含适游人群、适游时间、线路资源可观赏和可参与性、
游客体验度( 200字以内)
6.线路营销推广,包括线路的社会公认度,宣传报道的媒体级别、数量,
营销渠道,市场推广,年接待人数总和,经济社会收益( 200字以内)
7.线路体育文化特色,包括线路中所蕴含沉淀的物质性体育文化、精神
性体育文化内涵( 100字以内)

推荐单位(市、区体育、旅游部门) :

盖章

年月日

填表说明:

1、“线路内体育旅游项目数量”指依据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体育运动项目立项管理办法》所

认可的78个正式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国家体育总局批复的试行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或具有旅游

观光价值的体育场馆、体育遗址等项目。

2、“服务于体育旅游项目的工作人员数量”分为专职工作人员和兼职工作人员。“专职工作人员”

指专门直接服务于该体育项目开展安全救护人员、运动项目指导员等工作人员,且工作年限为1
年以上,专职工作人员应持有相关资格证书;“兼职工作人员”指其它以各种形式间接服务于该体育

项目的工作人员。

3、“近一年来专门对线路报道的媒体级别”指2019年1月份以来对该体育旅踌线路专门进行报

道的各类媒体。

4、请申报单位将相关附件材料按照上述表格顺序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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