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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NTA

大事记

2017年4月

安踏与真爱梦想联合发布

《青少年体育现状公益调研报告》

2017年7月

安踏与真爱梦想宣布合作，

携手共创体育素养教育公益

2017年8月

安踏小足球精英班训练营

在阿城成功举行

2017年8月

安踏盘石镇民族完小夏令营在松

桃县举行

2017年11月

安踏集团首批梦想中心

在福建长汀启动

➢ 安踏-克莱·汤姆森梦想中心揭幕，这是第1家以运动

员名字命名的梦想中心

➢ 瓜州县渊泉小学梦想中心揭幕，运动梦想课首次亮相

运动梦想课体育教师培训厦门站

举行，培训61位体育老师

哈尔滨阿城足球小将厦门行，

参观安踏厦门总部

2018年6月 2018年8月 2018年10月2018年5月

运动梦想课教师培训在哈尔滨举

行，培训28位体育老师



FROM ANTA

大事记

2019年5月

安首个安踏戈友会梦想中心揭幕

关注“扶体扶智”茁壮成长

2019年6月

安踏"爱不止步 点亮未来“

2018-2019年公益行会师甘肃

2020年2月

安踏集团再捐2000万元物资驰援湖

北一线医护人员

在2018安踏年会盛典上，6名贵州孩子

与安踏员工孩子牵手合唱

第二届安踏梦想训练营-燃动冰雪

在吉林北大壶滑雪场开营

安踏首家冬奥宣传教育基地落成

2019年1月

2019年2月

2019年3月



FROM ANTA

合作成果展示

完成进度
根据量化指标和资金额度计算

 梦想中心：完成全资建设4间梦想中心

 教师培训：累计培训628名一线体育教师

 训 练 营 ：分别在哈尔滨阿城和吉林北大湖举办了一场公益训练营

 物资捐赠：累计捐赠价值30,536,884元的体育装备

梦想中心

教师培训

训练营

物资捐赠



FROM ANTA

财务收支报表

1500000

1000000

250000

¥1,132,477.28 

¥963,047.06 

¥489,186.49 

0 200000 400000 600000 800000 1000000 1200000 1400000 1600000

第1年度

第2年度

第3年度

支出 进账



FROM ANTA

重点项目呈现-青少年体育现状调研

本次调研项目，分两阶段，第一阶段为定性走访。走访历经：贵州省、湖南省、黑龙江省与内蒙古自
治区，总计行程：14,960公里。历时1个多月，每天超过12小时工作，共计投入47人次。

贵州省：走访遵义市、习水县、永安镇、桃林乡、
桐梓县、大河镇、楚米镇，共计7个市县乡镇；

湖南省：走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
怀化市、吉首市、沅陵县、花垣县、七甲坪、柳
林杈、丑溪口、边城、排碧等众多乡村，共计11
个县市乡镇。

黑龙江省：走访齐齐哈尔市、哈尔滨市、甘南县、
平阳镇、宝山乡、兴十四镇、海伦市、绥化市、向阳
乡、永和镇等，共计10个市县乡镇；

内蒙古自治区：走访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宁城、向阳镇、
存金构、八里罕、白城子等7个市县乡镇。



FROM ANTA

重点项目呈现-梦想中心 全资

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渊泉小学

C3008GSGZ1

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县城关第二小学

C3069ZJDT1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行知学校

C3068GZYY1

张家口经济开发区姚家房小学

C3194HBQX1

学校类型：县市直属学校

学校性质：公办

在校学生：1948

在校老师：90

学校类型：中心校

学校性质：公办

在校学生：221

在校老师：27

学校类型：九年一贯制

学校性质：公办

在校学生：1039

在校老师：67

学校类型：/

学校性质：公办

在校学生：514

在校老师：27



FROM ANTA

重点项目呈现-课程研发

根据《青少年体育现状公益调研报告》

基金会课程研究院选取了4家专业课程

研发机构进行课程方案评估，，最终选

中了北京悦动飞扬体育文化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刘甄悦教授的方案。

运动梦想课程旨在发挥体育对孩子健康

成长的全面功能，以“健康第一”为指

导思想，通过激发运动兴趣，培养学生

终身体育的意识，并帮助孩子形成健全

的人格，最终为学生一生的幸福打下坚

实的基础。

课程内容已于2018年春季上线真爱梦想

课程平台梦想盒子，供所有梦想中心学

校教师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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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呈现-教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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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师培训数量
在全国17个省份21个市累计培训628名一线体育教师

基于运动梦想课，为一线体育教师提供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学员反应热烈。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与梦想大篷车联合，沿着神州行线路，分别于奉节、长春、抚

松、沈阳、抚顺、酉阳、成都、天津、唐山、新密等地开展体育老师培训，共305所

学校539位一线体育老师参与培训。



FROM ANTA

重点项目呈现-训练营

安踏梦想训练营是“茁壮成长公益计划”的组成部分，是安踏携手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共同举办，旨在提升青少年运动技巧，帮助青

少年茁壮成长。

第一届训练营是于2017年8月在黑龙江哈尔滨阿城举行第一届“安踏梦想训练营-足球训练营”，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代表、上海真爱梦

想公益基金会代表、阿城区相关领导出席了仪式，前国足队长、亚洲足球先生范志毅出席了结营活动，青少年足球成长公益基金发起人、

前广州富力足球队队员刘成，作为明星教练员指导了7天的训练营。

第二届训练营是于2019年2月在吉林北大壶举行4天3晚围绕冰雪运动举办第二届安踏梦想训练营。本次活动旨在传播冰雪运动的魅力，推

动三亿人上冰雪奥运目标的实现，同时以运动竞赛及绘画作品为切入点，助力欠发达地区儿童可同等享受冰雪活动，并搭建奥运冰雪系列

活动内容。活动共邀请了105位欠发达地区小学生参与，活动内容紧密结合冬奥及冰雪运动为主线开展了一系列活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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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呈现-物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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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装备捐赠金额

累计捐赠价值30,536,884元的体育装备，为了实现让中国欠发达

地区的每一个有需求的青少年都能穿上安踏运动装备的公益目标。

物资捐赠涵盖全国15个省，30市及32个区县980所学校，使80,980

名学生穿上专业运动装备。

这其中不仅仅是梦想中心学校，也包括欠发达地区的其他非梦想中

心学校，帮助贫困地区更多有需要的青少年。

数据统计截止2020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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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呈现-第三方评估

安踏梦想课程预调研简要发现

本次预调研由4名调研员共同完成，共对12名教师进行一对一电话访谈，

对1所学校进行实地走访

调研内容 调研结果 改进建议

➢ 已开课学校上学期和本学期的

课程开设情况；

➢ 授课教师对课程适配性和课程

难点的感受以及对课程的建议；

➢ 授课教师遇到的主要困难和他

们需要的支持；

➢ 对学生在课程中的兴趣点和困

难点的观察；

➢ 学生在课程中发生的变化。

➢ 授课教师对安踏体育课程的认

同度和喜爱度极高；

➢ 学生的运动能力有明显提升，

身体素质、体能有较大的提高；

➢ 学生变得更愿意沟通，合作能

力增强，师生互动明显增加。

➢ 课程内容：希望有更多和具体

运动的结合；

➢ 增加课程的辅助资料：视频材

料、增加器材；

➢ 上课方式：开发更多的上课方

式，减少每节课的课程内容；

➢ 增加培训：课程的专业程度高，

建议增加培训，延长培训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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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合作建议

倡导整合体育行业及跨界资源

由安踏引领共创构建

体育素养教育公益生态

以安踏梦想中心为载体

以运动梦想课为内容，以项目成效评估为导向

以体育教师培训为方法，以运动嘉年华为拓展

以冰雪训练营&体育装备捐赠为激励

利用运动梦想课成为学校提高体育素养教育的抓手

从乡村老师培训，到学校提高体育课的开课率

达到让青少年提高运动兴趣，养成运动习惯的目标



安踏，做体育素养教育公益“连接器”

成为体育素养教育倡导者，不仅仅是体育行业，连接所有关注青少年体育

素养的组织（包括政府）参与共创，去做政策倡导、生态打造。

安踏&真爱梦想公益1.0：投入资金+物资捐赠

安踏&真爱梦想公益2.0：撬动政府参与，配资采购运动梦想课

安踏&真爱梦想公益3.0：连接当地教育局及体育基金会，共创体育公益未来

FROM ANTA

公益3.0：连接·共生

安踏

跨界
（可做）

赋新
（想做）

连接
（能做）

未来合作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