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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篮球项目整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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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篮球理念

        小篮球,大梦想.代表“小篮球运动”的本质。从其象征的意义来讲，

可以分为物化塑造和精神追求两个层次。中国篮协推广小篮球运动之初，

主要出发点是让孩子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这也是小篮球运动最为朴

实和真切的目标，但是在这个极为简单的期望中蕴含着深刻的含义。

      “小篮球大梦想”：通过其命名与标识,表达了三个层次的梦想与期望。

第一、是从孩子自身的成长与教育出发，通过小篮球运动，发展其必备

的核心素养，健全其人格，最终实现个人的梦想；第二，从家庭出发，

通过全员参与，提高家庭之间的沟通与凝聚力，成为优秀的国家基本组

成单位；第三，从社会意识出发，通过小篮球运动，逐渐形成家庭、社

会和国家意识，最终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从篮球项目的本身出发，小篮球运动开展的目的除了其锻炼与育人

的价值外，主要是在篮球运动的广泛推广和篮球运动后备人才的储备。

增加篮球人口，是提高我国篮球水平的有效方式。通过小篮球运动与赛

事体系的构建，推动青少年篮球的长足发展。



小篮球发展整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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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篮球品牌形象



    “小篮球，大梦想”文化内涵通过标识具体体现，（禾苗、树苗）

代表儿童是行为主体，小篮球是育人手段，中国小篮球项目是发展平台，

并通过绿、黄、篮、红等颜色表达文化内涵。

                      禾苗：自然协调的寓意，象征儿童

                      绿色：生命的颜色，也是春天的象征，预示含苞待放

                      红色：赋予生命的颜色，茁壮成长

                      黄色：象征着积极与进取

                      蓝色：代表大海，象征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橙色：象征温暖与欢喜

                      篮球是整个文化的载体，中国小篮球组织是执行主体。

小篮球标识及阐释



为小篮球设计的独特品牌符号

小篮球品牌徽标

小篮球口号图标

品牌徽标基础应用

品牌徽标延展设计

小篮球品牌符号



为参与小篮球联赛的

每一位小球员、教练员和领队准备一份

纪念证书、纪念奖牌

冠军奖杯

MVP圆盘

小篮球荣誉形象



小篮球联赛标准化执行手册



中国小篮球联赛



2018年 2019年 同比增长

赛区 30 35 16.7%
球队 15365 24862 61.8%
球员 100443 186916 86.1%
教练 9674 14624 51.2%
领队 3542 6220 75.6%

2018小篮球联赛，共计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参与其中。
参与球队15,365，参与球员100,443

2019小篮球联赛，新增了广西、重庆、甘肃、青海、内蒙古5个一级赛区
共计3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参与其中。

参与球队24,862，参与球员186,916，
球队数量增长61.8%，球员数量增长86.1%。

2018-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大数据



2018-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
参赛球队及人员数据

2019年，小篮球联赛吸引到更多低年龄段少年儿童参加。其中，

U8年龄段球队数量达到7616支，增加了3039支，增幅最大。

2019        2018



赛区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厦门 内蒙古 辽宁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江西

报名
球队数 609 200 696 1110 204 144 1163 354 661 804 1007 417

报名
球员数 4674 1572 5388 8286 1560 1164 8817 2556 4325 5970 7398 3240

赛区 河南 湖北 广东 广西 海南 四川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报名
球队数 959 689 1178 817 173 1143 1357 669 444 50 696 700

报名
球员数 7368 5466 8630 6564 1320 8398 9810 5016 3120 378 5862 5423

赛区 大连 青岛 宁波 深圳 吉林 安徽 福建 山东 贵州 湖南 重庆 /　

报名
球队数 379 455 357 393 434 1000 889 1801 1017 1120 773 /　

报名
球员数 2784 3454 2465 2820 3282 7376 6132 13896 8154 8441 5807 /　

数据对比
山东、云南、广东、辽宁、四川、湖南、山西、贵州、浙江、安徽

2019小篮球联赛报名球队数破1000支的赛区有10个
比2018年增加了6个

其中山东赛区报名球员破万

赛区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厦门 辽宁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报名
球队数 281 87 173 612 55 1040 179 203 349 320

报名
球员数 1914 606 1313 4183 409 6778 1112 1038 2306 2137

赛区 江西 河南 湖北 广东 海南 四川 云南 陕西 宁夏 新疆
报名

球队数 159 527 665 907 80 914 1071 438 538 518

报名
球员数 1029 3502 4498 6306 578 6034 5663 2849 3995 3425

赛区 大连 青岛 宁波 深圳 吉林 安徽 福建 山东 贵州 湖南
报名

球队数 341 311 159 106 243 1609 363 820 546 1018

报名
球员数 2075 1925 984 724 1452 9507 2294 5944 3805 7068

2019年数据

2018年数据

2018-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
各赛区球队及球员数据



赛区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厦门 内蒙古 辽宁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江西

男女比例 4.6:1 5.5:1 6.0:1 5.6:1 17.6:
1 5.2:1 3.8:1 5.3:1 3.5:1 8.6:1 7.3:1 19.4:1

赛区 河南 湖北 广东 广西 海南 四川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男女比例 4.7:1 3.8:1 8.1:1 5.2:1 81.5:
1 4.1:1 2.7:1 8.5:1 1.5:1 3.5:1 2.6:1 3.2:1

赛区 大连 青岛 宁波 深圳 吉林 安徽 福建 山东 贵州 湖南 重庆 总计　

男女比例 3.1:1 3.1:1 10.9:1 10.11 4.2:1 6.7:1 5.3:1 4.3:1 3.9:1 12.1:1 4.5:1 4.8:1

2019年的男女比例约为4.8：1

2018年的男女比例约为4.35：1

2019小篮球联赛女孩参赛人数达到32658人

比2018增加了11715人

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小球员男女比例

赛区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厦门 辽宁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男女比例 7.4:1 4.0:1 12.5:1 7.6:1 26.3:1 2.9:1 9.4:1 3.0:1 5.3:1 6.3:1

赛区 江西 河南 湖北 广东 海南 四川 云南 陕西 宁夏 新疆

男女比例 45.9:1 5.9:1 2.9:1 9.9:1 114.6:
1 3.3:1 2.4:1 8.2:1 5.0:1 4.5:1

赛区 大连 青岛 宁波 深圳 吉林 安徽 福建 山东 贵州 湖南

男女比例 3.6:1 2.5:1 3.2:1 24.9:1 9.0:1 2.8:1 5.9:1 3.6:1 4.9:1 8.9:1

2018中国小篮球联赛小球员男女比例

2018-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
男女小球员数据



小篮球联赛大区夏令营



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大区夏令营

名称 时间 举办地 参与对象

华东大区夏令营 7月10日-14日 浙江横店
浙江、上海、江苏
安徽、江西、宁波

西南大区夏令营 7月15日-19日 四川温江
四川、贵州、云南
湖南、广西、重庆

华北大区夏令营 7月22日-26日 北京
北京、天津、山东
河北、河南、青岛

西北大区夏令营 7月30日-8月3日 陕西西安
陕西、宁夏、新疆
青海、山西、甘肃

华南大区夏令营 8月5日-9日 福建泉州
福建、广东、湖北
海南、深圳、厦门

东北大区夏令营 8月11日-15日 辽宁沈阳
辽宁、吉林、黑龙江

大连、内蒙古

2018中国小篮球联赛大区训练营日程
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大区夏令营日程

2018中国小篮球联赛大区训练营

名称 时间 举办地 参与对象

西北大区训练营 7月8日-12日 宁夏银川
陕西、宁夏
新疆、山西

华东大区夏令营 7月29日-8月2日 安徽合肥
上海、江苏、浙江
安徽、江西、宁波

东北大区夏令营 8月8日-12日 辽宁沈阳
黑龙江、吉林
辽宁、大连

华北大区夏令营 8月12日-16日 北京
北京、天津、河北
山东、河南、青岛

华南大区夏令营 8月15日-19日 广州
广东、湖北、海南
福建、深圳、厦门

西南大区夏令营 8月19日-23日 四川成都
四川、云南
贵州、湖南



        2018年大区夏令营从7月8日开始至8月23日结束，历经西北、华东、东

北、华北、华南、西南6个大区，来自77个城市的204支球队、1740名球员，

进行了383场比赛，视频直播383场，在线观看量累计171586次。

        2019年大区夏令营从7月10日开始至8月15日结束，历经华东、西南、

华北、西北、华南、东北6个大区，来自104个城市的271支球队、2404名球

员，进行了629场比赛，视频直播629场，在线观看量累计845388次。

大区 球队数
球员数 教练领

队数 比赛数
男生 女生

华东 47 282 133 110 119

西南 48 262 162 114 112

华北 49 272 174 111 117

西北 48 266 164 112 112

华南 41 258 103 111 90

东北 38 219 115 92 79

大区 球队数
球员数 教练领

队数 比赛数
男生 女生

西北 30 162 94 89 47

华东 35 198 104 103 74

东北 29 187 75 71 51

华北 44 230 138 129 93

华南 37 245 65 108 73

西南 29 156 86 90 45

2018年数据2019年数据

2018中国小篮球联赛大区训练营数据
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大区夏令营数据



小篮球 大讲堂

每站大区夏令营期间

中国篮协安排小篮球课题组老师

为小球员进行小篮球理念培训

为领队、教练员、裁判员进行小篮球理念及规则培训

进一步提升小篮球参与者和从业者对小篮球的理解及业务水平



通过设计小篮球大 party，

为小球员提供一个自我展示的平台，

独唱、合唱、名族舞、街舞、相声…

仅仅东北大区夏令营就有超过20个表演节目。

小篮球 大Party



小裁判 大梦想

小篮球总裁判长与裁判员

为小球员提供小篮球裁判员知识培训，

帮助小球员更好的理解小篮球规则，

有利于小球员赛场上更好的技术表现，激发对小篮球的更大兴趣。



结合小篮球赛场上常见的运动伤病，

中国篮协邀请知名专家，

为小篮球教练员提供小篮球运动常见伤病应急处理培训，

球员的运动损伤。帮助教练员掌握科学应急方式，在比赛和日常
训练中尽量减少小球员的受伤

小篮球 大关怀



小篮球公益



小篮球公益项目目的

通过器材赠送及
人员培训，帮助
小篮球运动开展
相对薄弱的地区
建立小篮球推广
开展的基础，从
而推动小篮球运
动在全国范围的
普及。

小篮球的核心内
容包括比赛、培
训、活动与公益，
小篮球公益行不
但能推动小篮球
运动的进一步普
及，对小篮球品
牌形象也有积极
的提升。

品牌层 战略层普及层

公益是小篮球战
略的重要部分，
通过做实小篮球
公益，提升小篮
球品牌的影响力，
推进小篮球整体
战略的实施。



• 小球员、教练员、裁判员的培训为主，小篮球物
资赠送为辅；

• 包括竞赛组织、小篮球理念规则、技能、日常训
练、伤病预防及应急处理等。

1)全面性

• 鼓励所有小篮球从业者加入到公益行列，他们既
是公益受益者，也是服务者；

• 包括小球员、课题组、优秀教练员裁判员、小篮
球开展较好的省市组织者代表等。

参与度

• 小篮球公益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通过建立沟
通反馈机制，保持对小球员、教练员、裁判员的
关注，推动公益成果发生。

1)持续性

小篮球公益项目设计原则



小篮球公益项目实施路线图

•六一儿童节中国男篮探访校园
•CBA垫场赛/WCBA垫场赛
•小篮球公益培训及校园行

2018

•六一儿童节中国男篮探访校园
•CBA小篮球垫场赛
•WCBA全明星周末小篮球垫

场赛
•小篮球公益培训及校园行

2019



小篮球公益项目
CBA/WCBA小篮球垫场赛

中国篮协积极协调CBA公司及CBA/WCBA俱乐部
在联赛及全明星赛期间，举办小篮球垫场赛，

为小球员提供更大舞台的展示和锻炼机会，提升小篮球的影响力。
在CBA/WCBA联赛的7个赛区进行了小篮球垫场赛



小篮球公益项目
男篮国家队与小篮球互动

中国篮协积极协调国家队资源

在六一儿童节期间，国家男篮队员走进小学，

与小球员互动，进一步提升小球员对小篮球兴趣。



小篮球公益项目
小篮球公益校园行

中国篮协协调社会资源，

走进小篮球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

通过器材及人员培训，帮助地区更好的推动小篮球发展。

2018年，小篮球公益行走进广西，

2019年，小篮球公益行走进内蒙古、云南、贵州。



小篮球大事件



2017-2019小篮球大事件

作为小篮球战略的制定方和小篮球具体项目的主办方，

中国篮协积极调动中国篮球优质资源和社会优质资源，

为小篮球服务。

•中国小篮球计划发布暨2018中国小
篮球联赛启动2017

•两会小篮球提案
•中国小篮球发展论坛2018

•两会小篮球提案
•小篮球大世界杯暨联赛启动仪式
•中国男篮六一儿童节校园行

2019



小篮球大事件
中国篮协小篮球发展计划发布

2017年11月，北京张家湾小学，

中国篮球主席姚明携手众多篮球热心人士，

启动中国小篮球发展计划和2018中国小篮球联赛。



小篮球大事件
全国两会小篮球提案

中国篮协主席姚明

积极推动小篮球计划的开展实施，

在连续两年的全国两会上，均进行了小篮球提案。



小篮球大事件
中国小篮球发展论坛

2018年11月18日，

中国篮协联合清华大学，

在清华大学百年篮球馆举办首届中国小篮球发展论坛，

邀请体育、教育及产业等方面的众多专家学者共商小篮球发展大计。



小篮球大事件
小篮球大世界杯启动仪式

2019年4月26日，

中国篮协联合世界杯组委会

举办书画世界杯暨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启动仪式，

强强联合进一步推广世界杯和小篮球。



小篮球大事件
无篮球不童年，中国男篮六一校园行

2019年5月31日，

中国篮协携手中国男篮全体成员分别探访北京五所小学，

与小球员进行小篮球教学和互动，

共同庆祝六一儿童节。

走进海淀区-中关村三小



小篮球大事件
无篮球不童年，中国男篮六一校园行

走进丰台区-丰台五小

走进西城区-皇城根小学 走进东城区-和平里四小

走进朝阳区-明远书院小学



小篮球大事件
小篮球梦想训练营

2020年1月，

中国小篮球梦想训练营（西部大区）

在云南昆明海埂训练基地举行，

近100名从小篮球联赛中选拔的小球员参加了为期4天的训练营，
包括体测、训练及比赛等内容。

因为疫情影响，另外两站训练营暂定延后举行。



小篮球女孩项目



小篮球女孩项目整体思路

中国小篮球女孩项目

引发女孩对篮球兴趣并持续参与篮球运动
增加6-12岁女孩篮球人口

上场吧，女孩！

名称

目的

口号

核心内容

理念体系 视觉体系

竞技为辅
兴趣为主

球技与综合
素质培养并重

icon/slogan/主
视觉

女孩小篮球球场
/篮球/球服/纪
念奖牌证书

周边纪念品-背
包/护腕等配饰

行为体系 传播体系

女孩小篮球
媒体推广联盟

内容挖掘
代表人物故事

推广形式-宣传
视频/小视频/海

报/H5

保障 中国小篮球女孩项目推广基地-标准场地/专属训练营
（篮球培训机构/小学/社区参与）



小篮球女孩项目视觉

为小篮球女孩项目设计的专属口号图标

——上场吧，女孩！

小篮球女孩项目周边纪念品

——篮球/背包/帽子/T恤

小篮球女孩项目特色场地

——粉色



大事件
小篮球女孩训练营启动仪式

2019年5月17日，

上海宝山实验小学，

小篮球女孩项目训练营正式启动，

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副主席许闽峰、青少委员会主任宋晓波出席。



大事件
小篮球女孩项目研讨会

2019年5月17日上海

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副主席许闽峰、青少委员会主任宋晓波

与小篮球课题组成员共同讨论小篮球女孩项目。



小篮球女孩项目正在推进工作

小篮球女孩项目
将计划在上海、北京、成都三个城市进行试点

目前已经举行了小篮球女孩训练营上海站及小篮球女孩项目研讨会
下一步将与试点城市的地方篮协合作

招募符合资质要求的俱乐部
共同推动女孩小篮球训练营开展

基本资质：
12以下少年儿童为主的篮球培训机构、全国或地方认知度高、社会责任感强篮球培训机构；具

有优秀教练团队 和稳定训练场馆；
课程要求：

必须有针对女孩的小篮球培训课程，具体课程内容与中国篮协小篮球项目组共同讨论设定；
场地要求：

在训练场馆内，至少保证有一片“女孩小篮球”专属篮球场，这片场地在非“女孩小篮球训练
营”期间，可以用作其他小篮球培训；

场地布置：
体现项目口号“上场吧，女孩！”、中国小篮球logo、中国篮协logo；

人员服装：
在小篮球女孩训练营期间，教练员、学员需身着“上场吧，女孩！”主题T恤、篮球服；

宣传推广：
参与机构要给予“小篮球女孩训练营”大力宣传推广。

相关支持：
合作机构可获得参与身份、训练营内容及项目包装等方面的支持

合作俱乐部相关要求



“祖国在我心中”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小篮球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意义

背  景

l 建国70周年
l 每一个中国人都要了解祖国、热爱祖国，尤其是在少

年儿童阶段

目  的

l 小篮球献礼建国70周年
l 提升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使命感和自豪感，激励自己好

好学习，未来建设祖国

方  式

l 借助小篮球大区夏令营承办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开展

l 参观+主题分享两者结合的方式



祖国在我心中
小篮球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时 间 地 点 活动名称 备 注

7月12日 浙江
横店

参观
横店国防科技园 华东大区夏令营

7月17日 四川
温江 参观建川博物馆 西南大区夏令营

7月23日 北京 参观
中国国家博物馆 华北大区夏令营

8月1日 陕西
西安

参观“照金精神”巡展
参观西安电子科大博物馆
中国奥运旗手王立彬分享

西北大区夏令营

8月8日 福建
泉州

参观
闽台缘博物馆 华南大区夏令营

8月13日 辽宁
沈阳

参观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东北大区夏令营



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宁波小球员代表414人
《心系国防 扬我国威》主题演讲、爱国主义宣誓

参观“飞机馆”“阅兵馆”

浙江：参观横店国防科技园



四川、贵州、云南、湖南、广西、重庆小球员代表424人
国防兵器馆、川军抗战主题馆、飞虎奇兵馆、正面战场馆、

中国壮士群雕广场等

四川：参观建川博物馆



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青岛小球员代表446人
复兴之路博物馆

 北京：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



陕西、宁夏、新疆、青海、山西、甘肃小球员代表430人
陕甘红军为主题的“照金精神”巡展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博物馆
中国奥运旗手王立彬分享

陕西：三项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广东、湖北、海南、福建、深圳、厦门小球员代表361人
《同文同种同根生》巨幅壁画

远古家园、血脉相亲、隶属与共等展厅

福建：参观闽台缘博物馆



辽宁、吉林、黑龙江、大连、内蒙古小球员代表334人
“九·一八历史陈列”展厅

八女投江、林海雪原等艰苦卓绝的抗日故事
全体高喊“勿忘国耻 振兴中华”的口号

辽宁：参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小篮球科研



小篮球课题组团队

为更好推动中国小篮球发展计划

中国篮协充分协调社会力量

聘请多位具有篮球理论知识及教学实战经验的学者、老师

组建一支25人的小篮球课题组

其中博士后1人、博士3人、硕士：5人、本科4人

大学教师6人、中学教师2人、小学教师3人、体校教练1人



小篮球科研工作概述

课题组工作方向

1.小篮球项目发展理念方向

2.规则制定与竞赛方法研究方向

3.少儿训练与教学发展方向

4.幼儿训练与教学发展方向

前期完成项目

《小篮球规则》审定

《小篮球运动图解》绘本编写

中国小篮球联赛省级赛、大区夏令营竞

赛指南编写

《小篮球教练员行为准则》

《小篮球小球员行为准则》

《小篮球家长（观赛）行为准则》

《小篮球教练员指导手册（3-6岁）》

《小篮球教练员指导手册（6-12岁）》

编写

与国家教育部器材装备中心共同制定

《全国小学小篮球场地器材标准》

正在推进项目

《小篮球规则》第一次修订 

《小篮球运动人盯人防守标准》

《小篮球规范动作评定标准》

《小篮球教师指导手册》 

《小篮球运动积分与星级评定实施方法》

《国内分区构建各省级小篮球赛事体系》

、《我国小篮球运动发展：域外经验和

中国路径》 

《动作发展视角下小篮球活动对3-6岁幼

儿身体素质发展的实证研究》



大事件
小篮球场地标准制定研讨会

2019年7月，北京

中国篮协与教育部及小篮球课题组成员共同讨论

积极推动“小篮球场地标准”的制定



小篮球科研成果展示

小篮球规则

小篮球运动图解

小篮球教练员指导手册

小篮球球员等级制度（即将发布）



小篮球行为准则

根据小篮球及主要受众特点，在小篮球联赛平台

推出小篮球队员行为准则、小篮球教练员准则、

小篮球观赛（家长）行为准则。

发挥小篮球教育功能



小篮球传播



搭建“三位一体”小篮球传播矩阵

媒体联盟

视频直播

官方自媒

•全国权威媒体报道
•城市主流媒体报道

•比赛视频直播
•短视频下载服务

•小篮球官方网站
•小篮球官方微信
•小篮球官方微博
•小篮球官方抖音



小篮球官方自媒体运营数据

小篮球官方网站
2018年3月上线，包括赛事信息展示、球队球员积分排名及比赛

数据查询、公益活动展示、联赛资料及球员证书下载功能
2018年10月上线至2020年5月

小篮球官方微信，累计推送文章499篇，
总阅读数1487652人次，累计粉丝69877人
小篮球官方微博，累计发布微博2028条，

总阅读数3046000人次，累计粉丝56707人
小篮球抖音账号，累计发布246条视频，

累计观看量19591372人次，累计粉丝40000人



小篮球图片直播数据

2019小篮球大区夏令营

累计拍摄上传照片

25417张

累计浏览量

264193人次



小篮球视频直播数据

2018小篮球联赛，视频直播14772场，在线观看人数达127万人次；
2019小篮球联赛，视频直播42827场，在线观看人数达900万人次；

增长率分别超过300%和700%

2018年各组别直播场

次

2019年各组别直播场

次



小篮球重点媒体报道

2018年8月8日，人民日报专访姚明

姚明在人民日报撰文建言:让少儿篮球回归本质

进一步传播小篮球理念、规则及意义



小篮球重点媒体报道

从2017年中国小篮球发展计划发布开始

新华社通过采访、图文、视频等多种形式持续报道小篮球

从小篮球计划发布、小篮球发展论坛等大事件

到小篮球理念、规则等深度报道传播

《撑起一片蓝天，小篮球放飞18万中国少年的多彩梦想》

浏览量1,119,022

《小篮球：10万孩子的篮球梦，在这里生根发芽》

浏览量1,131,784



小篮球重点媒体报道

最权威体育电视媒体CCTV5

对小篮球计划发布、小篮球发展论坛等多个小篮球大事件

进行传播报道



小篮球地方媒体报道汇总
（华东）

全国各地主流媒体采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类形式

对小篮球进行了持续性报道

媒体名称 标题 链接

新华社 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大区夏令营首站开营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38771
992277270583&wfr=spider&for=pc

体坛报 这个暑假与篮球相伴，小篮球联赛夏令营浙江首
航 “篮球小将”木雕之都尽撒欢

http://www.zjhaodong.com:808/content/2
019-07/12/035451.html

浙江公共新闻频道 小篮球有大梦想 篮球联赛让孩子们爱上篮球 https://newsapp.cztv.com/video/index.jsp?
c=5955994

浙江公共新闻频道 小篮球大梦想 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华东）大
区夏令营在东阳开营

https://newsapp.cztv.com/video/index.jsp?
c=5952428

浙江在线 这群热血少年们点燃夏日篮球激情 http://zjtyol.zjol.com.cn/zjrd/201907/t201
90719_10623447.shtml

浙江在线 这里有群小小少年 手持小篮球打出一场“浙江德
比”

http://zjtyol.zjol.com.cn/tyjsb/201907/t20
190711_10570309_ext.shtml

金华新闻客户端 2019华东小篮球们的夏天在东阳开启了！ https://h5.newaircloud.com/news_detail?n
ewsid=8039074_jhrb&app=1

金华新闻客户端 小篮球大梦想 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点燃孩子们
的夏天

https://h5.newaircloud.com/news_detail?n
ewsid=8051744_jhrb&app=1

金华日报 小篮球大梦想 2020中国小篮球联赛点燃孩子们
的夏天

http://epaper.jhnews.com.cn/jhrb/jhrbpap
er/pc/con/201907/16/content_132098.ht

ml
金华晚报 小篮球 大梦想 https://www.96356.in/articles/57052

东阳电视台 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华东）大区夏令营在东阳
收官

http://share.dybtv.com/share/?_hgOutLink
=vod/VideoDetail&id=80881&from=single

message&isappinstalled=0

网易体育 小篮球，大梦想！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大区夏令
营首站开营

http://3g.163.com/sports/article/EJQHRK
L900059500.html

东方体育 中国小篮球华东大区赛，浙江衢州华腾大成篮球
队势不可挡

http://sports.eastday.com/a/1907150030
36071000000.html

横店体育速递 “大梦想”由这里启程 https://mp.weixin.qq.com/s/w5Ja7-
49HzXr7ra5ATENog

横店体育速递 小篮球联赛 | 闭营难舍快乐时光 篮球热爱永不退
场

https://mp.weixin.qq.com/s/jiTaKxms5qUZ
QbhbLtwPog

浙江东阳体育 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华东）大区夏令营开营啦 https://mp.weixin.qq.com/s/se6bhxgM60
G3B0HJXSkpKw

我在横店影视城 400多名篮球小子走进横店国防科技园，看看他
们做了什么

https://mp.weixin.qq.com/s/B2TjFShrzs_H
RUlhWfoFVw



小篮球地方媒体报道汇总
（西南）

全国各地主流媒体采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类形式
对小篮球进行了持续性报道

传播阶段 媒体类型 时间 媒体 链接

前期预热 网媒

7月13日 成都发布 https://apiparty.xinhuaapp.com/App/content/detailshare.html?contentId=26
22701&appId=110090&projectId=7

7月13日 川报观察 https://cbgc.scol.com.cn/news/156934?from=androidapp&app_id=cbgc

7月13日 新浪四川 https://sc.sina.cn/sports/ydzx/2019-07-13/detail-
ihytcerm3456169.d.html?sinawapsharesource=newsapp&wm=3200_0001

7月15日 今日头条 https://www.toutiao.com/i6713865691461583371/
7月15日 搜狐号 https://www.sohu.com/a/327054186_120230577

开营仪式

网媒

7月16日 今日头条 https://www.toutiao.com/i6714160280823153163/
7月16日 搜狐号 https://www.sohu.com/a/327208401_120230577

7月16日 成都发布（到场） https://apiparty.xinhuaapp.com/App/content/detailshare.html?contentId=26
51955&appId=110090&projectId=7

7月16日 新浪四川 https://sc.sina.cn/sports/ydzx/2019-07-16/detail-
ihytcerm4063133.d.html?from=wap

7月16日 人民网体育 http://sc.people.com.cn/n2/2019/0716/c345167-33149039.html
7月16日 川报观察（到场） https://cbgc.scol.com.cn/news/157748?from=androidapp&app_id=cbgc

7月16日 封面新闻（到场） https://m.thecover.cn/news_details.html?from=androidapp&id=2312825&us
erId=NjE3MDc=j

7月16日 四川在线 https://sports.scol.com.cn/m/scty/201907/57018180.html?from=singlemes
sage

7月16日 成都晚报 https://www.chengduwanbao.cn/tj/62218.jhtml
7月17日 川报观察（到场） https://4g.scdaily.cn/html/20190717/133704.html

电视
7月17日 SCTV—新闻现场（到场） http://show.sctv.com/1200xwxc/201907/t20190717_4207970.shtml

7月21日 SCTV-1城视新闻（到场） https://m.toutiao.com/i6716872997401002507/?wxshare_count=2&pbid=6
674001922410284551

闭营仪式

网媒

7月19日 新华在线 http://www.xhol.net/tiyu/lanqiu/2019/0719/16270.html
7月18日 搜狐号 https://m.sohu.com/a/327756068_120230577/?pvid=000115_3w_a
7月19日 四川新闻网 http://finance.newssc.org/system/20190719/002718648.html
7月19日 华奥星空 http://www.sports.cn/cydt/jsby/2019/0719/280784.html

7月18日 成都发布 https://apiparty.xinhuaapp.com/App/content/detailshare.html?contentId=26
70872&appId=110090&projectId=7

7月18日 新浪四川（到场） https://sc.sina.cn/sports/ydzx/2019-07-18/detail-
ihytcerm4630409.d.html?from=wap

7月18日 百家号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hare?pageType=1&isBdbox
From=1&context=%20%7B%22nid%22%3A%22news_9687681572338521

703%22%2C%22sourceFrom%22%3A%22bjh%22%7D

7月18日 今日头条 https://www.toutiao.com/i6715025199416214030/?wxshare_count=2&pbi
d=6713868018848925192

7月18日 川报观察 https://cbgc.scol.com.cn/news/158613?from=androidapp&app_id=cbgc
7月18日 四川在线 https://news.scol.com.cn/m/gdxw/201907/57019908.html
7月18日 成都晚报（到场） https://www.chengduwanbao.cn/tj/62317.jhtml

7月19日 人民网 http://sc.people.com.cn/n2/2019/0719/c379469-
33158864.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电视
7月19日 SCTV—经济频道（到场） https://www.iqiyi.com/v_19rs6fsw84.html

7月19日 SCTV-新闻现场（到场） http://show.sctv.com/1200xwxc/201907/t20190720_4209994.shtml?from
=singlemessage



小篮球地方媒体报道汇总
（华北）

全国各地主流媒体采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类形式
对小篮球进行了持续性报道

传播阶段 媒体类型 媒体名称 报道时间 报道链接

赛前预热

官微 北京市篮球运动协
会公众号

7月21日 https://mp.weixin.qq.com/s/0d8icjUmnuw766mWCD2y
Ow

赛中宣传

7月23日 https://mp.weixin.qq.com/s/9tTdyyxsMAnzIMc5Bn1Nu
Q

7月23日 https://mp.weixin.qq.com/s/qZzJtuARLA4CaQCJxNt4E
A

7月24日 https://sports.163.com/19/0724/10/EKRIFSL9000587
6K.html

7月25日 https://mp.weixin.qq.com/s/cezGs-
WhReHJ3ENFUQISFQ

7月25日 https://mp.weixin.qq.com/s/N_iYov56NsaNsscwAdvISg

7月26日 https://mp.weixin.qq.com/s/dDDI1h90O6JUbN6rGEy8r
A

赛中宣传

网络媒体

中华网 7月23日 https://tech.china.com/article/20190723/kejiyuan0129
332903.html

新浪财经网 7月23日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7-24/doc-
ihytcerm5871768.shtml

网易体育网 7月24日 https://sports.163.com/19/0725/11/EKU84T9U000587
7V.html

网易体育网 7月24日 https://sports.163.com/19/0724/10/EKRIFSL9000587
6K.html

东方体育网 7月24日 https://sports.eastday.com/a/1907241054155350000
00.html

界面天津网 7月24日 https://m.jiemian.com/article/3338466.html
界面网 7月24日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3338466.html
海报网 7月24日 https://w.dzwww.com/p/2020436.html

网易体育网 7月25日 https://sports.163.com/19/0725/11/EKU8ADPJ000587
7V.html

网易体育网 7月25日 https://sports.163.com/19/0725/20/EKV56KDJ000595
00.html

赛后宣传

手机网易网 7月26日 https://sports.163.com/19/0726/21/EL1RKKNK000587
6K.html

手机网易网 7月26日 https://3g.163.com/sports/article/EL1RKKNK0005876
K.html?clickfrom=360_adapt

中国教育新闻网 7月27日 http://www.jyb.cn/rmtzgjyb/201907/t20190727_25057
4.html

搜狐网 7月27日 http://www.sohu.com/a/329658720_243614

360快照网 7月28日
http://www.360kuai.com/pc/99bbb69b4c84d7a4c?cot
a=3&kuai_so=1&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
_1

赛后宣传 电视媒体 旅游卫视 7月27日
https://yoo.qq.com/m/video.html?id=z0031uf9ala&hgpt
ag=txvideo12&first=1&vuid24=HPh5vXSx1knXQA7rziW
ahQ%3D%3D&ptag=4_6.6.1.22092_wxf



小篮球地方媒体报道汇总
（西北）

全国各地主流媒体采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类形式

对小篮球进行了持续性报道
传播
阶段

媒体
类型 媒体名称 报道时间 报道栏目/版面/频道 报道链接

赛前
预热

官微

陕西省篮球协会
公众号 7月31日

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西北）大区
夏令营今日正式开营！（附报到日

精彩视频）

https://mp.weixin.qq.com/s/t2Dq
RDDNE1TilwlagwY-8Q

赛后
宣传

陕西省篮球协会
公众号 7月31日 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西北大区夏令

营快乐闭营
https://mp.weixin.qq.com/s/-
CsUIhDmCD_5D2AbNKHR0w

赛中
宣传

网络
媒体

华奥户外 7月31日 小篮球大梦想 中国小篮球联赛西北
区夏令营西安开营

https://mp.weixin.qq.com/s/uMg
btcoWvrJNCq8zftlpEA

广西新闻网 8月1日 小篮球、大梦想 中国小篮球联赛西
北大区夏令营西安开营

http://www.gxnews.com.cn/stati
cpages/20190801/newgx5d424
575-18552295.shtml?pcview=1

西安晚报 8月1日 中国小篮球联赛西北大区夏令营西
安开营

http://epaper.xiancn.com/wapxa
wb/html/2019-
08/01/content_392508.htm?div=
-
1&from=singlemessage&isappin
stalled=0

每日聚焦 8月1日 小篮球承载大梦想

http://citynews.2500city.com/we
b/sharenews/videonews/610100
/850523?from=singlemessage&i
sappinstalled=0

西安日报 8月2日 小篮球 大梦想 

http://app.xiancn.com/db_xarb/h
tml/2019-
08/02/content_392753.htm?fro
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
=0

三秦都市报 8月2日 400余小球员齐聚古城 西安再掀篮
球热潮

http://sx.sina.com.cn/news/b/20
19-08-02/detail-
ihytcitm6323146.shtml

兰州晚报 8月8日 全国小篮球联赛西北大区夏令营西
安开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1641264699861147024&wfr=s
pider&for=pc

　 电视
媒体 陕西广播电视台 8月1日 让小篮球承载大梦想 中国小篮球联

赛西北大区夏令营西安开营

http://toutiao.cnwest.com/sxtt/sh
are/news/2019/08/01/content_8
97549.html?_fixstr=3eihz6sqpve
&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
alled=0



小篮球地方媒体报道汇总
（华南）

全国各地主流媒体采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类形式
对小篮球进行了持续性报道

传播阶段 媒体类型 媒体名称 报道时间 报道链接
赛前预热

官微
　
　
　

福建篮球协会 8月5日 https://mp.weixin.qq.com/s/m4t1P_MtzUp8oe610Z01LA

赛中宣传
　
　
　

福建篮球协会 8月5日 https://mp.weixin.qq.com/s/GHfnIK3YHgdl2lNJUJxVnA
福建篮球协会 8月6日 https://mp.weixin.qq.com/s/w4SnujuJvketMfbY8w_7Ew
福建篮球协会 8月6日 https://mp.weixin.qq.com/s/kWT9ZPLN7LLQ5oObac1-Zw
福建篮球协会 8月6日 https://mp.weixin.qq.com/s/vvzEe7PpbKuxbD7KRoyxGw
福建篮球协会 8月6日 https://mp.weixin.qq.com/s/bogpZbMTdbNqwCLrLNJDxw
福建篮球协会 8月7日 https://mp.weixin.qq.com/s/XQxkkHQwE0CwLEBFaRWmNw
福建篮球协会 8月7日 https://mp.weixin.qq.com/s/WQ2no_-RXq8lM57z5RL_sA
福建篮球协会 8月7日 https://mp.weixin.qq.com/s/XDjkRpKvzoF2jJVuegHsBA
福建篮球协会 8月8日 https://mp.weixin.qq.com/s/uP9wPH5H15dh6bqOhCOjvA

赛前宣传

网络媒体

体育总局网站 8月9日 http://www.sport.gov.cn/n321/n374/c921468/content.html
网易体育 8月9日 https://sports.163.com/19/0807/18/EM0G4QPE0005877V.html

新浪体育 8月9日 https://sports.sina.cn/cba/2019-08-06/detail-
ihytcerm8910482.d.html?from=wap

腾讯体育 8月9日 https://xw.qq.com/sports/20190806008247/SPO20190806008247
00

体坛周报 8月9日 https://resource.ttplus.cn/publish/app/data/2019/08/06/260491/sha
re1.html

广州日报 8月9日

http://www.gzcankao.com/news/wx/detail?newsi=527968&time=15
65148150788（客户端）

http://gzdaily.dayoo.com/pc/html/2019-
08/07/content_114433_627787.htm（报纸）

长江日报 8月9日 http://www.cjrbapp.cjn.cn/p/115040.html
海口日报 8月9日 http://szb.hkwb.net/szb/html/2019-08/07/content_390601.htm
海南日报 8月9日 http://hnrb.hinews.cn/html/2019-08/07/content_12_3.htm

深圳特区报 8月9日
https://www.dutenews.com/p/193330.html（客户端）

http://sztqb.sznews.com/MB/content/201908/08/content_707073.h
tml（报纸）

厦门日报 8月9日 http://epaper.xmnn.cn/xmrb/20190812/201908/t20190812_53013
02.htm

爱动体育网 8月9日 https://mp.weixin.qq.com/s/lDHdfvV7OswxJ0TZx26bkw

赛后宣传

中华网 8月9日 https://hea.china.com/article/20190810/home0129343581.html
中国文化网 8月9日 http://news.zhougun.com/zhxw/2019/0810/4701.html
中国视窗网 8月9日 http://news.news6.com.cn/jd/2019/0810/5516.html
信息周刊网 8月9日 http://www.xxzkw.net/caijing/20190810/9963.html
环球传媒网 8月9日 http://www.lygmedia.com/wzdq/20190810/109976.html
路透中文网 8月9日 http://epaper.linzhangtv.com/hot/2019/0810/hot040417768.html

今日头条 8月9日

https://www.toutiao.com/i6723430441329639939/?tt_from=weixin
&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amp=156542078
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
droid&req_id=20190810150627010023072084432D7C2&group_id

=6723430441329639939

一点资讯 8月9日
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MtcApvL?title_sn=1&s=3&appi

d=yidian&ver=5.0.7.2&utk=6nahbrdy

新浪 8月9日 https://k.sina.cn/article_2660137517_v9e8e7a2d00100ipyg.html?si
nawapsharesource=newsapp&http=fromhttp&wm=13500_0055

凤凰 8月9日
https://ishare.ifeng.com/c/s/v001COcuhCoDgAvIrYJeBT8ZRcR5giK
D4CqZkapw0TV6ju8j5EAcYp98PSLdRsp?aman=7vc0du28bv5bbGd

eeQ8ca&gud=452025T674&from=singlemessage
搜狐 8月9日 http://3g.k.sohu.com/t/n384534566?showType=&sf_a=weixin

天天快报 8月9日

https://kuaibao.qq.com/s/20190811A0B6WO00?refer=kb_news&co
ral_uin=ecd19d8df193e85f17e8a84c245de3c792f58e8b11696cfba
a0331c4f203cd870b&omgid=07d965d628893f7c3e4804420f3280

b4&chlid=5202186&atype=0
腾讯 8月9日 https://new.qq.com/omn/20190811A0B6WO00

洞察网 8月9日 http://finance.dongchanet.com/20190811/46973.html

赛后宣传 电视媒体 广州体育频道电视台 8月8日
http://www.grtn.cn/mobile/folder2145/folder2146/folder2154/lqdby/

2019-08-
08/2097693.html?_hgOutLink=vod/videoDetail&id=2097693

福建体育频道电视台 8月11日 http://www.fjtv.net/?_hgOutLink=vod/VideoDetail&id=1958699



小篮球地方媒体报道汇总
（东北）

全国各地主流媒体采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类形式
对小篮球进行了持续性报道

媒体
类型 时间 媒体 标题 链接

网媒

8月13日 新华社 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东北）大区夏令
营开营

http://www.ln.xinhuanet.com/2019-
08/13/c_1124870879.htm

8月13日 中国新闻社 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东北）大区夏令
营在沈阳举行

http://dw.chinanews.com/chinanews/c
ontent.jsp?id=8925711&classify=zw&p

ageSize=6&language=chs

8月13日 人民网 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东北）大区夏令
营开营

http://ln.people.com.cn/n2/2019/0814/
c378331-

33249272.html?from=singlemessage&
isappinstalled=0

8月13日 网易体育 收官之战！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东北）
大区夏令营火热开营

https://sports.163.com/19/0813/14/E
MFE97F300059500.html

8月13日 今日头条 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东北）大区夏令
营在辽宁体育馆举行

https://www.toutiao.com/i6724496504
016339463/?tt_from=weixin&utm_ca
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
1&timestamp=1565675779&app=new
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
dium=toutiao_ios&req_id=2019081313
56180100260651353341618&group_i

d=6724496504016339463

8月13日 新浪网 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东北）大区夏令
营在沈阳举行

http://ln.sina.cn/news/2019-08-
13/detail-ihytcern0471117.d.html

8月14日 沈阳日报 小篮球大梦想400余名篮球少年齐聚沈城 https://www.cnepaper.com/h5/syrb/ht
ml5/2019-08/29/node_1.htm?v=1

8月14日 腾讯网 中国小篮球联赛东北大区夏令营一触即发

https://view.inews.qq.com/a/LNC2019
081400429200?openid=o04IBAMhJB
ZoEDT_9xcXtM8U_Rug&key=&version

=27000634&devicetype=android-
28&wuid=oDdoCtw8C35O0U5IMkDyyr
pUKZpM&sharer=o04IBAMhJBZoEDT_

9xcXtM8U_Rug&uid=&shareto=

8月14日 搜狐网 小篮球大梦想400余名篮球少年齐聚沈城 http://m.sohu.com/a/333554706_362
110

8月14日 合肥商务网 小篮球大梦想400余名篮球少年齐聚沈城

https://fx1.coolact.net/share?v=1&src=
l4uLj8XQ0IiIiNGXmYeIhYfRnJCS0IeIhYf
QjJeQiNLOz8rGxszRl4uSkw%3D%3D&
restype=1&ucshare=1&ucshareplatfor
m=4&country=cn&os=adr&pf=jdaEnfXr
%2BcSL152d7OPsuw%3D%3D&cache

=refresh

8月14日 中工网 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东北）大区夏令
营在沈阳举行

http://m.workercn.cn/th/2019/0814/19
0814084347520.shtml

8月15日 辽宁日报 在汗水中成长
http://epaper.lnd.com.cn/lnrbepaper/p
ad/con/201908/15/content_40042.ht

ml?from=groupmessage

纸媒 8月14日 沈阳日报 小篮球大梦想400余名篮球少年齐聚沈城 　
8月15日 辽宁日报 在汗水中成长 　



小篮球在网络影响力

从2017年11月小篮球计划发布开始，

中国篮协积极协调各方媒体资源对小篮球进行持续性宣传报道，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小篮球积累了大量的报道

小篮球联赛：65,700,000
小篮球：14,500,000

小篮球大梦想：11,4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