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研主题 参加人员 序号 访谈问题 现状/背景/备注 会谈时间 召集人

1
从根本上提升我国铁人三项运动竞技水平，实现在奥运会上的成绩突破，关
键在哪？

2 如何更好调动各类资源、整合各方力量，提高奥运备战工作的效率？

3
东京奥运会推迟，巴黎奥运会临近，利弊如何认识？两届奥运会压缩到一个
四年周期，期间还有十四运会，对于备战工作有何针对性的建议？

4 对东京奥运会参赛选拔工作的建议？如何更好服务于奥运会成绩提升？

5
基于奥运会个人赛+混合接力赛的项目设置，如何更好兼顾标准距离和超短距
离的训练和比赛？

标准距离：游泳1.5公里，自行车40公里，跑步10公里；
超短距离：游泳300米，自行车6至8公里，跑步2公里。

6
现行国家队组织管理模式对促进奥运备战和提升竞技水平有哪些优势？有哪
些问题？对铁人三项来说采取何种模式更为有效，更适合当前发展水平？

7 在国家队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方面的建议？

8
对国家队训练理念、方法、手段创新方面，科技助力、体能训练方面的建
议？

9 对国家队思想政治工作和反兴奋剂工作方面的建议？

10
我国铁人三项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方面存在哪些问题和困难？对国家队选拔和
培养后备人才方面的建议？

政策引导、选材方法、选拔办法、科学训练

11
我国铁人三项后备人才培养的社会环境影响因素主要有哪些？从事铁人三项
运动最大的门槛是什么？如何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事铁人三项运动？

12 现行的U系列组别年龄划分是否有利于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有何改进建议？ U19，U17，U15，U13 / U23

13 对后备人才选拔和培养改革创新方面的建议？ U系列赛，青少年训练营，铁人三项学院，铁人三项特色学校

14
您是否有参与国际组织任职的意愿？例如：教练员委员会、运动员委员会
等，除语言外，你认为哪方面还需要提高？

国际组织任职有利于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我国铁人三项运动
影响力，为奥运备战和项目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15 在加强国家队出访参赛成果总结、推广与应用方面，有哪些建议？
出访参赛不仅是与其他国家运动员同台竞技、展示竞技水平，同时
也是队伍学习国际先进训练和比赛经验、提升认识的良好机会。

1
本单位训练工作现状如何？训练场地、资源支持、经费保障等条件整体上是
否能满足训练需求？

2 本单位在创新办队模式方面有哪些可借鉴的经验和好的做法？

3
本单位在训练理念、方法、手段方面，特别是科技助力、体能训练上有哪些
成功经验？

4 本单位训练工作还存在哪些主要问题和困难？

5 希望协会在训练工作方面采取何种举措？提供哪些支持和帮助？

6
目前全国比赛的组织模式、项目设置、比赛场数、竞赛办法等能否满足参赛
需要？存在哪些主要问题？有何改进建议？

每年3站冠军赛+1站锦标赛

7
在全国比赛上提前引入“淘汰赛”比赛模式，是否有助于增加训练和比赛难度，
提升我运动员的竞技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淘汰赛：超短距离、多轮次比赛模式

8
本单位运动员、教练员、科医教辅、管理人员等人才队伍建设的主要问题在
哪？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破解这些难题的切入点和关键点在哪？

9 希望协会在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采取何种举措？提供哪些支持和帮助？

10
本单位在行业作风建设，塑造适应新时代年轻人特点的“作风优良，能征善战”
的运动队，尤其是反兴奋剂工作方面有何针对性、创新性举措？

11
加强铁人三项行业作风建设、做好反兴奋剂工作的关键在哪？有何建议？需
要协会提供哪些支持和帮助？

12 对于我国铁人三项训练竞赛改革创新方面的建议？ 体教融合，社会力量，职业体育

奥运备战
国家队建设

后备人才培养
国际交流与合作

教练员委员会（专业队代表）
运动员委员会（专业队代表）

科训专家委员会
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委员会

各训练单位代表

铁人三项运动“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调研
集体访谈计划

8月25日
下午

孙良勇
李晨

训练管理
竞赛体系

专业人才队伍
行业作风建设
（反兴奋剂）

教练员委员会（专业队代表）
运动员委员会（专业队代表）

科训专家委员会
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委员会

各训练单位代表

8月26日
下午

孙良勇
李晨



调研主题 参加人员 序号 访谈问题 现状/背景/备注 会谈时间 召集人

铁人三项运动“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调研
集体访谈计划

1
铁人三项在当地的群众认知度、普及度？在推广铁人三项运动，提升群众认
知度、参与度方面，协会可以从哪些方面着力？

2
游泳、自行车、跑步三个单项拥有庞大的运动人口，如何更有效地将三个单
项的爱好者转化为铁人三项运动人口？

3
如何有效提高会员服务水平，提升会员满意度？最希望协会在哪些方面调整
优化，采取哪些举措？

4
对于中铁协主办的群众性赛事，从赛事组织、选手服务、安全保障、奖励办
法、赛事宣传等方面，如何提升赛事水平，提升参赛者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5
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降低参赛门槛，扩大参赛人群？
如何在满足“老铁人”强烈的参赛需求的同时，确保健康和安全？

目前分龄组最大参赛年龄为69岁，70岁以上须单独申请。

6 如何更有效提升参赛人员素养，强化规则意识和安全意识？

7
开展铁人三项线上赛事活动，需要解决哪些关键问题？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
提升线上赛事的吸引力，提升参与者的成就感、获得感？

8
您认为现行的业余运动员技术等级评定体系能否满足需要？如何进行调整优
化，可以有效提升技术等级的吸引力，更好发挥其激励作用？

现行业余运动员技术等级评定办法：
http://triathlon.sport.org.cn/gzgd/xbpjmmrz/2019/0416/231138.ht
ml

9 如何看待协会组织业余运动员出访参赛？在这方面希望协会提供哪些支持？ 2019年协会第一次组织业余运动员出访赴韩国参加亚洲锦标赛。

10
在构建业余运动员上升通道、打通专业和业余、促进体教融合等方面，有哪
些建议？

积分排名，技术等级，参赛资格等

11 对于建立完善铁人三项项目荣誉体系，有哪些建议？

12
目前本单位（团体会员）在推广和发展铁人三项运动中承担什么角色？存在
哪些困难？

13
各级铁人三项协会应该在推广和发展铁人三项运动中承担什么角色？与社会
俱乐部的职能如何划分？

14
您所在的俱乐部目前是否有自己的培训产品？在开展普及推广和经营活动方
面有哪些好的经验？

15
如何更好促进各级铁人三项协会、俱乐部更好更快发展？协会应提供哪些支
持和帮助？

1
您认为从进一步便利办赛主体，简化办事程序，激发市场活力方面，铁人三
项赛事管理制度性文件需要作出哪些调整或放开哪些政策限制等？

2
从赛事组织角度出发，你认为还需培养和发展哪类赛事组织专业人才？你对
现行的赛事组织人才培训内容和培养模式有什么建议？

高水平的赛事组织人才是提升办赛水平的关键因素，中铁协始终坚
持培养和发展裁判员、竞赛管理人员等赛事组织专业人才。

3
从办赛者的角度出发，您认为体育赛事服务内容有哪些？结合铁人三项赛事
服务内容，您认为哪些需要借鉴，哪些需要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

4 你对目前的赛事体系和赛事品牌建设有什么意见？有哪些更好的建议？

5 您认为哪级赛事更具吸引力？您最想举办/参与的是哪类赛事？

6
协会制定了赛事组织标准（比赛组织手册），您在赛事组织过程中认为哪些
赛事组织标准难以实现或实现难度较大？有无更好的替代方案？

7
赛事出彩靠宣传，您参加的铁人三项赛事活动有哪些宣传手段、方法、途
径？您认为怎样才能提高赛事媒体宣传水平？

8
举办铁人三项赛事活动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您参加的铁人三项赛事活动资
金来源有哪些？哪类资金占比最大，比重大约是多少？

9
您认为提升铁人三项赛事活动市场营销水平、吸引商业赞助的手段、方式有
哪些？

10
您认为制约铁人三项赛事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可以向其他项目借鉴
哪些好的模式或经验？

11
从赛事组织、产业发展及对外交流的角度，如何增强在华国际赛事对境外运
动员的吸引力？其他国家、其他项目有哪些好的做法值得借鉴？

为保证在华一般性国际比赛的境外参赛运动员人数，通常比赛承办
单位需要承担一定数额的邀请费（交通补贴）。

12
您认为哪些手段和措施可以有效降低赛事组织安全风险、参赛人员人身安全
风险、食品安全尤其是食源性兴奋剂违规安全风险？

安全是铁人三项赛事活动繁荣发展的基础，涉及赛事组织安全、参
赛人员人身安全、食品安全、保险等各个方面。

8月24日
下午

文冰成

全民健身
会员服务

群众性赛事
地方协会和社会

俱乐部建设

教练员委员会（业余代表）
运动员委员会（业余代表）
普及推广委员会（筹）代表

部分团体会员代表
业内专家学者

8月20日
下午

怀宁宁

铁人三项目前划分了国际、全国、地方三个赛事层级，推出了联赛
、小铁人、冬季等8个赛事序列，建立了大运河、黄河等特定主题
赛事名录，形成立体化赛事体系，丰富赛事产品供给。

裁判员委员会
产业发展委员会

科训专家委员会部分代表
赛事承办单位代表

比赛运营商、服务商代表
业内专家学者

铁人三项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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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人三项运动“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调研
集体访谈计划

1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和体育活动参与度的提高，您认为目前国
内铁人三项运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有哪些痛点、堵点？如何有效缓解？

2
发展铁人三项运动相关产业，您认为铁人三项项目的优势在哪？现阶段的重
点突破方向在哪？

赛事，培训，装备，场地等。

3
体育产业要为国民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空间，要为扩大内需、带动就业贡献力
量，这会给铁人三项相关产业的从业者带来怎样的发展机遇？

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整体转型、消费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对扩大
内需、带动就业提出了迫切要求。

4
我们面对各类市场主体的需求，如何更准确地掌握市场动向，向社会提供多
层次、多种类的体育产品和服务？

健康离不开体育，快乐也离不开体育，体育在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中所占有的位置会越来越重要。

5
如何吸引大众在众多体育项目中选择参与铁人三项运动？从协会的角度，在
供给侧应采取哪些措施来提高民众参与铁人三项运动的质与量？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对健康理念
的认知提升，大众参与体育活动的意愿愈发强烈。

6
从中铁协角度，如何更好支持各类体育产业机构发展？为促进行业健康有序
发展，应重点做好哪些行业标准与规范的制定工作？

随着各项利好政策的实施，近年来涌现出大批体育产业机构，涵盖
体育竞赛表演、体育教育与培训、体育管理、体育健身休闲、体育
场馆服务、体育中介服务、体育产品制造、体育信息传媒等。

7
从知识产权保护角度，您认为应采取哪些措施来保障整个行业健康有序发
展？

8
国际上铁人三项运动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有哪些优秀经验做法值得借鉴？推
动运动项目产业爆发式增长，需具备哪些前提条件？

1
对运动项目的宣传如何更好服务于项目推广与发展？如何更好服务于增强社
会影响力、扩大项目人口？

2
在对铁人三项运动的宣传中，应突出“挑战”“艰苦”，还是“亲民”“人人可为”？如
何改变公众对铁人三项的固有认知，让铁人三项运动走近寻常人家？

长久以来，铁人三项使用“融入自然，挑战自我”作为口号。

3 您是怎么看待项目文化建设与运动项目发展的关系？

4
您认为运动项目文化建设应该包括哪些方面？简要评价铁人三项目前的项目
文化建设，有哪些特点，有哪些不足？

5
您认为什么是“铁人精神”？对于如何提炼“铁人精神”，弘扬“铁人精神”，有哪
些意见建议？

6
您认为铁人三项在新媒体时代，如何讲好铁三故事？如何多角度、立体化塑
造铁人三项形象？

7 您对铁人三项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理念、愿景、价值观，有何好的建议？

8 您对铁人三项项目文化建设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

产业发展委员会
知识产权和标准化委员会

业内专家学者
赞助商、供应商、服务商代表

8月18日
下午

张晨

8月19日
下午

文冰成
媒体宣传
文化建设

媒体委员会
业内专家学者
媒体服务商

产业发展
标准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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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人三项运动“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调研
集体访谈计划

1 您认为在新时期，铁人三项项目应发挥什么功能？如何更好服务大局？

2 您认为当前协会改革的重点方向在哪？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什么？

3 您认为协会的组织架构应如何调整优化，以提高管理效率？

* 权力机构：会员代表大会；
* 决策机构：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办公会；
* 办事机构：综合事务部，国家队管理部，反兴奋剂部，赛事管理
部，项目发展部，公共关系和会员服务部，商务合作和产业发展
部；
* 专业委员会：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科训专家，赛风赛纪和
反兴奋剂，媒体，产业，知识产权和标准化，普及推广（筹），战
略发展（筹）

4 您认为协会目前在制度建设方面存在哪些欠缺？应如何改进完善？

外发制度性文件：http://triathlon.sport.org.cn/gzgd/
内控制度性文件：《工作规则》《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体育总
局党组<实施办法>具体措施》《安全生产管理办法》《人事管理制
度》《财务管理办法》《固定资产管理办法》《赞助和捐赠物资管
理办法》《无形资产管理办法》《公文档案和印章管理办法》《自
媒体建设与管理办法》等。

5
您认为协会面临的重大风险主要有哪些？协会应如何进一步完善风险防控体
系，规避重大风险？

6 您认为协会目前在哪些方面最为薄弱？如何增强发展能力？

7 您认为如何更好发挥理事会在运动项目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8 您认为如何更好发挥各专业委员会在运动项目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9 您认为协会如何更好整合政府、社会、院校、企业等各方面资源？

10 在协会治理体系方面，其他国家、其他项目有哪些好的做法值得借鉴？

协会改革
组织建设
制度建设
风险防范

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理事会
常务理事会

业内专家学者

8月27日
下午

金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