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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嫩的小脸、超萌的娃娃头造型，再加上蹒
跚中一板一眼的招式套路，作为本届武术节年龄
最小的选手，来自印度尼西亚、年仅3岁的朱丽叶
一登场亮相，就吸引了超多观众喜爱的目光。

习武仅两个月的朱丽叶虽然连入门都算不
上，但人小胆大的她就敢单独一个人在国际武
术节的赛场上登场亮相。抱拳行礼、利落起手，
尽管一招一式间还摇晃不定，但对于这个小不
点来说，能坚持完一个套路动作已实属不易，当
朱丽叶最后收招行礼后，全场观众也给予了她
鼓励的掌声。

“朱丽叶是在姐姐的影响下开始学习中国
武术，当初她姐姐每天出拳踢腿，小家伙就在一
旁有样学样，一来二去也就喜欢上了中国武
术。”印尼金光国际学校代表队领队张伟是姐妹
俩走上习武之路的见证者，据他介绍，这两个小
姑娘虽然学习武术的时间都不长，但最大的特
点就是肯吃苦、不怯场。再难的武术动作，她们
都会坚持到底，一定要学会不可。每逢大场面
的比赛，姐妹俩也是一前一后，率先出场。

不过在比赛结束后，面对一拥而上的众多
媒体，从没见过这番场面的朱丽叶难得地怯场
了。躲在领队身后的她，经过张伟的
百般劝说，才略带羞涩地摆了一
个 POSE，不过涨红的小脸却出卖
了朱丽叶紧张的心情，萌态十
足的她也全无此前在赛场上故
作镇静的“大家风范”。④11

最萌小萝莉
超爱少林拳
□本报记者 李 悦

本报讯（记者李 悦）少林拳、形意拳、
少林棍……10月 20日的郑州 47中体育馆
几乎成了展示中华武术精华的武林大会，来
自 63个国家、地区 207支代表队的 1870名

“武林高手”齐聚于此，展开了第十届中国郑
州国际少林武术节武术竞赛部分的争夺。

在比赛现场，虽然参赛选手的国籍

不同、肤色不同，但在一招一式间，选手
们也尽显大家风范。实际上，不少选手
已是郑州少林武术节的老朋友了，常年
坚持习练中华武术，让这些外国武术好
手已经从最初简单的强身健体，转而向
更深层次的武德培养方面发展。

此外，本届武术节还增加了很多传

统武术拳种，目的就是广泛吸收其他中
国传统拳术，让更多武术拳种和流派参
加到少林武术节当中，从而将这些传统
武术拳种推向世界。在 10 月 21 日这天，
虎尾鞭等奇门兵器也将在武术节的擂台
上登场亮相，观众们也可以一睹中国传
统武术的别样风采。④11

本报讯（记者李 悦 通讯员董 庆）10月 20
日下午，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国家
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分
会主办的第十届国际少林武术节论文报告会开
幕式在郑州大学体育学院举行。

在会上，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
党委书记何青龙指出：天下功夫出少林，以少林
拳为代表的传统武术，是河南独特的武术文化
资源，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广泛的影
响力。少林武术久享中华武坛，历经千百年的
锤炼、融合与发展，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武学体
系。召开本次武术节论文报告会，旨在广泛交
流少林武术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探讨少林武
术在传承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与任务，进而推
动少林武术的创新发展。

本次报告会的主题是“少林武术的传承与弘
扬”，共收到论文 87篇，经专家评审入选 75篇，内
容涉及少林武术研究、传统武术研究、当代武术研
究三个方面。开幕式结束后，少林寺方丈释永信
大和尚及中国武协常委、上海体育学院博士生导
师戴国斌教授等5位专家作专题报告。参会专家
学者将进行为期两天的分组研讨，共商少林武术
的未来发展，这对确立少林武术科学化的支撑体
系，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促进河南华夏历史文明传
承创新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④11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近日，国务院
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
费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部署积极
扩大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体育产业成
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促进群众体育
与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体育强国建设，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

《意见》指出，发展体育事业和产业是提
高中华民族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的必然要
求，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体育需
求、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加
就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弘扬民
族精神、增强国家凝聚力和文化竞争力。近
年来，我国体育产业快速发展，但总体规模
依然不大，活力不强，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
问题。

《意见》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把
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作为根本目
标，把体育产业作为绿色产业、朝阳产业进
行扶持，强调向改革要动力，向市场要活力，
力争到 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 5万亿
元，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
量。

《意见》明确了六方面任务。一是创新
体制机制，简政放权，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
体育赛事活动审批，推动职业体育改革，创
新体育场馆运营机制。二是培育多元市场
主体，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引导企业做强做
精，扶持一批具有市场潜力的中小企业。三
是优化产业布局和结构，大力发展体育服务
业，挖掘体育产业潜力，培育消费热点。四
是促进体育与旅游、传媒、会展等业态融合

发展，鼓励康体结合，支持金融、地产、交通、
信息等企业开发体育领域产品和服务。五
是丰富市场供给，建设一批便民利民的中小
型体育设施，发展健身休闲项目，丰富体育
赛事活动。六是营造健身氛围，倡导健康生
活，实行工间、课间健身制度，确保学生校内
每天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一小时，积极推动
公共体育设施开放。

《意见》从七个方面提出了支持举措。
一是大力吸引社会投资，运用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等多种模式，拓宽体育产业投融资渠
道。二是完善健身消费政策，将全民健身经
费纳入财政预算，加大体育设施建设投入，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群众健身。
三是完善税费价格调整，在所得税、营业税、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及水电气热价格等

方面给予相应优惠。四是完善规划与土地
政策，加强社区群众健身设施配建和改造，
落实体育设施用地政策。五是完善人才培
养和就业政策，培养复合型体育产业人才，
支持退役运动员从事体育产业工作。六是
完善无形资产开发保护和创新驱动政策，加
强体育品牌建设，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七
是优化市场环境，按市场原则确立体育赛事
转播收益分配机制，放宽转播权限制，完善
安保服务标准。

《意见》要求，各地要将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纳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多部门工
作协调机制。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抓紧制
定具体实施意见和配套文件，加强督察落
实。④11

本报讯 （记者李 悦 通讯员
张 睿 范艳龙）为打造具有地域
特色的体育竞赛品牌，推动当地
自行车运动的发展，由河南省自
行车现代五项运动管理中心、河
南省自行车协会主办，三门峡市
体育局等单位承办的 2014 年中
国·三门峡黄河公园专业赛道自
行车赛，将于 11 月 1 日~2 日在三
门峡黄河公园举行。

黄河公园具有国内高水平的
专业自行车赛道，既有能满足专业
运动员比赛的高速度，大坡度，急
转弯路段，也有满足业余运动员体
验骑行乐趣的平缓路段。本次比

赛设有公路和山地两个大组，并按
专业性、性别以及年龄分设了公路
赛男子专业组 80公里等六个小目。

据了解，赛事组委会将对所
有 参 赛 并 完 赛 选 手 颁 发 荣 誉 证
书，荣获专业组、大众组第一名的
选手也将分获奖金人民币 15000
元和 7000 元。此外，为推动三门
峡全民健身示范市建设，本次比
赛还特设了面向三门峡市全体市
民的体验组，使各种不同骑行水
平的车友都能够更多地享受绿色
骑行的乐趣。体验组参赛选手性
别不限，年龄要求 18岁~60岁，须
有三门峡地区户籍。④11

世界武林高手 绿城以武论道
少林武术节
以“文”会友

体育产业迎来新机遇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三门峡将举办专业赛道自行车赛

本报讯 （记者程 梁）10月 20
日上午，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新
闻出版局等单位的负责人转动水
晶球，宣布创刊 57年、1989年停刊
的纯文学期刊《奔流》再度复刊。

上世纪50年代，由省文联创办、
我省最早的文学期刊《奔流》，曾为发
现培养我省文学新秀、繁荣和发展我
省的文学事业作出过历史性贡献，田
中禾、李佩甫、张宇、郑彦英等我省
著名作家都是从这块阵地起步并蜚
声全国的。作为培育中原文学的一
片沃土，《奔流》杂志的成长维系着
文学界内外许多人的情结。对于

《奔流》的复刊，中国作家协会和部
分省 、市作家协会纷纷致函祝贺。

《奔流》复刊号 10月 11日正式
出版。复刊后的《奔流》文学期刊
仍为月刊，每月 16 日出版。她以

“面向全国、立足中原、培育新人、
繁荣文学”为办刊宗旨，设置有“奔
流故事”“小说坊”“散文界”“诗阵
地”“报告文学”“文坛新论”等板
块，以满足不同层次和不同风格欣
赏标准的读者需求。

正式上线的奔流文学网设置
有纪实天地、作家文集、文艺评论、
学界动态等 18个栏目。④4

《奔流》再度“奔流”

本报讯（记者徐建勋 王晓欣）
10 月 20 日，由中国传统促进会主
办、郑州市群艺馆组织的“书行天
下、梦圆中华”千米书法长卷千里
行大型公益文化交流活动（郑州
站）在郑东新区举行。

活动现场，在郑州段长卷前依
次排开的 80名书法家挥毫泼墨，或
歌或颂，或赞或咏，以此抒发对南
水北调工程建设、沿途水资源保护
及郑州人民所作贡献的殷殷情怀。

此长卷共 1277米，与“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长度数据 1277 公里
相吻合。本次活动以书法艺术为
表现形式，以“南水北调”倡导绿色
环保为题材，记载着“南水北调”沿
途两省（河南、河北）、两市（北京、
天津）十四地的书法艺术作品。

郑州市群艺馆的负责人说，
此卷完成后将申报吉尼斯世界纪
录，并永久收藏于南水北调博物
馆。④4

本报讯 （记者刘 洋）10月 20
日晚，由河南豫剧院青年团打造的
祥符调青春版豫剧《白蛇传》在郑
州艺术宫与戏迷见面。“腔美”、“味
足”的演出令观众再次领略了豫剧
陈派艺术的魅力。

青春版豫剧《白蛇传》按照豫剧
大师陈素真的艺术风格进行创作，
由陈派第一代传人牛淑贤担任艺术
指导，剧本由青年剧作家东风根据
京剧名家张火丁领衔主演的版本移
植。该剧没有奢华的布景和复杂的
舞美，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豫剧本

科班的演员们凭借出色的表演征服
了观众，展示了扎实的基本功。

在剧中扮演白素贞的是陈派
第二代传人吴素真。她俊美的扮
相和优美的声线，完美地再现了陈
素真大师的风采，体现了陈派“精
致娴雅、华丽哀婉”的艺术风格。

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说，在
戏曲事业步履维艰的当下，有这么
一群年轻人愿为豫剧事业奉献青
春，是豫剧之福。今后将为他们提
供更好的剧目和更多展示平台，为
豫剧事业培养过硬的接班人。④4

本报讯（记者刘 洋）横跨欧亚
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方经济往来
的重要通道，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
带。而动人的音乐在文化交流中一
直占据着重要地位。日前，由河南博
物院和韩国国立国乐院主办的“国际
音乐考古学术研讨会议——丝绸之
路音乐文化的交流”在敦煌召开。

来自中国、韩国、美国、日本、印
度、塔吉克基坦、哈萨克斯坦等7个国
家的专家、学者围绕“丝绸之路音乐
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针
对丝绸之路音乐文物的研究新成果
进行深入交流。与会专家认为，随着
丝绸之路的延伸，东西方文化有了良
好的沟通渠道，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开
始互通有无，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

促进的关系。“大量敦煌乐舞壁画证
明了当时东西方乐舞生活在当地的
交融。”韩国国立国乐院朴正卿说，

“丝绸之路、音乐、考古相关联的研讨
会为考古学界带来了新视野，对以后
的研究很有意义。”丝路沿线多家博
物馆还达成了启动丝绸之路音乐
文物联展等合作意向。

河南博物院副院长李宏表示，
今年 7月 3日，习近平总书记同韩
国总统朴槿惠举行会谈，共同对外
发布了《2014 年中韩人文交流共
同委员会交流合作项目名录》，其
中第八项是河南博物院与韩国国
立国乐院的交流与合作。此次研
讨会议是为落实双方前期所达成
的共识和合作意向而举办的。④4

为“南水北调”挥毫泼墨

青春版豫剧《白蛇传》再现祥符调魅力

国际音乐考古学术研讨会议召开，国内外专家认为：

丝路使各民族音乐文化相依存

第十届国际少林武术节吸引了众多国内外观众。⑤4本报记者 邓 放 摄

10月 20日，第十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武术比赛在
郑州 47 中体育馆开战。本届武术节共有 63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7 个团队、1870 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各国运动员将于 10
月 20 日～22 日在郑州 47 中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图为精彩
的比赛现场。⑤4

本报记者 邓 放 摄

河南省社会信用服务机构备案公告（二）
2014年 2号

根据《社会信用体系规划纲要 2014-2020》（国发[2014]21号）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
指导意见》（豫政[2014]31号），为培育和完善我省信用服务市场，促进社会信用服务业健康发展，经审核，河南金鹏信用评估有
限公司等 8家信用服务机构符合备案要求，同意备案，现予公告（排名不分主次）：

目前，全省已有30家已备案的信用服务机构，具体名单详见信用河南网（www.xyhnw.com）。

河南省信用建设促进会 河南省企业信用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2014年10月21日

备案证号

豫信备字【2014】第028号

豫信备字【2014】第029号

豫信备字【2014】第030号

豫信备字【2014】第031号

豫信备字【2014】第032号

豫信备字【2014】第033号

豫信备字【2014】第034号

豫信备字【2014】第035号

单位名称

河南金鹏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河南圣誉信用评估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省金茂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郑州征诚征信有限公司

信阳绿盾征信有限公司

南阳绿盾征信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中誉信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中鑫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北中兴路西3号楼4单元3101

新乡市新一街220号大景城14号楼1单元5楼1502室

郑州市金水区经二路2号中州都会广场4号楼1206

郑州市郑东新区CBD商务外环12号10楼

信阳市新七大道98-21号

孔明南路星旺家园2-2-504

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1号楼505号

郑州高新区科学大道57号中原广告产业园4号楼

负责人

朱华

胡忠

刘琳

王起昌

李宗鑫

陈旭

杨庆锋

崔山山

联系方式

0371-53302666

13703865597

0373-5121888

15937365108

0371-55076906

18703651388

0371-63351315

18838101315

0376-3211315

18537695536

0377-67011315

13503862865

15136274334

0371-65339936

15981865765

遗失声明拍卖公告
我公司接受委托，定于 2014年 11月 18日上午 10时整在本公司

拍卖厅依法公开拍卖位于郏县复兴路与凤翔大道交叉口东 300米路
南土地使用权一宗，土地权证编号为郏国用（2014）第 G140038号，土
地面积约 2305.58平方米。

有意竞买者应于 2014年 11月 14日 16时前将 150万元保证金汇
入拍卖人指定账户（以实际到账为准），持有效证件及银行交款凭证
到本公司办理竞买手续，若竞买不成功保证金七个工作日内全额无
息退还。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起至拍卖会前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拍卖人电话：0375—2206358
拍卖人地址：平顶山市新华区中兴路北粮食局五楼
工商监督电话：0375—2588126 河南得正拍卖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21日

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4年 10月 28日 10时在郑州市铭

功路 83 号豫港大厦 27 楼召开拍卖会，依法对河南省机电设备国际招
标有限公司 75%股权进行拍卖。竞买者须符合 2014 年 9月 8日在《河
南日报》和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hnprec.com）发布
的《河南省机电设备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75%股权转让公告》中的要求，
并具备规定的受让条件，接受相关单位资格审查后，于拍卖会前到我
单位办理竞买手续。

展示时间：2014年 10月 21日至 23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地址：郑州市铭功路 83号豫港大厦 27楼
联 系 人：王女士 电话：0371-66285738
工商监督电话：0371-68852699

河南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 21日

▲河南省宏岩建设有限公司
邢华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丢失，注
册 编 号 ：豫 241121229225，证 书
编号：00631856，声明作废。

▲河南七建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刘俊民一级建造师临时注册证
书遗失，编号：豫 141000801003，
证书号：00035959，声明作废。

▲遗失塞纳 3456CC 多功能
乘用车货物进口证明书壹份，流
水号：X1X3148508，车架号：5TD⁃

DK3DC1E35072377，发 动 机 号 ：
2GR7335082，因保管不善丢失，
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锦堂文行照明工程有
限公司郑州分公司税务证丢失，证
号：410116091422603，声明作废。
北京新杰太亿家居有限公司郑州
分 公 司 税 务 证 丢 失 ，证 号 ：
410116087652887，声明作废。

▲张合亭，残疾军人证丢失，
证号：豫A00037，声明作废。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麻塘风湿病医院是镇氏中医世家五代人百余年打造
的品牌，医院医技力量雄厚，设备一流。中医专科主治：
风湿、类风湿及痛风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颈腰椎肥
大、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股骨头无菌性坏死、瘘软
瘫痪症、中风后遗症等 20多种疑难杂症。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市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从业医师 镇万雄、镇万林、镇水清等

电话：0715-8618999 8811938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 2号（京珠高速咸宁北入口处）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本院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08]第 10-31-18号

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