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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上午10点，河南省第
二届校园足球夏令营在洛阳市东方
第二中学落下帷幕，来自全省28个
市、县的营员们结束了他们的快乐
足球之旅。

裁判长闫英信首先宣布了夏令
营活动的成绩。经过激烈角逐，获
得小学组一等奖的代表队是洛阳、
开封、南阳、长垣、安阳、信阳、新乡、
鹤壁，获得中学组一等奖的代表队
是三门峡、开封、济源、洛阳、新乡、
漯河、永城、南阳。

郑州市教育局副调研员王克杰、
河南省校园足球办公室宣传部长吕
刚为小学组代表队颁奖，洛阳市教育
局副调研员牛宏亮、洛阳市东方二中

校长齐振富为中学组代表队颁奖，河
南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处长郭蔚蔚向
洛阳市东方二中颁发特别贡献奖。

最后，河南省教育厅体卫艺处
处长郭蔚蔚宣布河南省第二届校园
足球夏令营胜利闭营。

历时6天的河南省第二届校园
足球夏令营共设 4个主竞赛单元，
16 个游戏单元，共计 20 个项目。
本届夏令营更加注重足球文化的推
广和传承，将古代蹴鞠中的风流眼、
鞠室足球等项目引入活动中来；游
戏更加丰富、新颖，激发学生对足球
运动的兴趣；比赛更加多元化，组织
更加严密；更加注重比赛场地与器
材的安全性与实用性，使用充气球

门、护栏与假人、移动草皮等安全又
不失其专业性的足球训练器械，为
孩子们创造了更加安全的比赛环
境。⑥9 （校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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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宏运 建业谨防三连败

体育产业如何与你我相关

河南省第二届

校园足球夏令营圆满落幕

本报讯（记者 李悦）一个0∶5，一个
0∶3，此前16场比赛才丢了12个球的河
南建业，在最近两轮几乎就成了一个大
漏勺，两场比赛被灌了8个，也能看出因
伤缺阵的戈麦斯对球队防守的重要性。
不过，在下半赛季戈麦斯已确定无缘联
赛的情况下，再伤春悲秋已于事无补，接
下来应对好7月20日主场与辽宁宏运的
比赛，避免三连败才是球队要考虑好的
正事。

说实话，依靠一批二线配置，贾秀全
能把建业带到现在这个地步已经难能可
贵了，而近期糟糕的战绩，除了过于密集

的赛程外，球队实力上的缺陷也是不容
忽视的。在整个夏季转会期间，不提上
港、苏宁这些豪门的一掷千金，就连 20
号的对手辽宁宏运也不惜花出千万欧元
请来了德甲前锋乌贾，千万级别射手的
到来，确实让辽宁的实力有了质的飞跃，
再加上老将詹姆斯的老当益壮，近 6轮
联赛他们能取得4胜 1平的成绩也就毫
不奇怪了。虽然宏运目前的联赛排名还
在建业之后，但攻击力不弱的他们，还让
近期被打爆了的建业后防面临着不小的
压力，稳妥起见，主场作战的建业这次还
是先做好防守为妙。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2016年全国男
子篮球联赛（NBL）常规赛已经进行了22
轮，河南赊店老酒男篮目前以16胜 6负
的成绩在 14支球队中暂居第三。常规
赛结束后，本赛季NBL全明星赛也将于
8月1日在合肥拉开战幕，而全明星赛首
发球员的票选活动也已经正式启动。河
南赊店老酒男篮克拉克、姜宇星、闵庆飞
和华盛顿四人入围候选名单。

本赛季是NBL首次设立全明星赛，对

阵双方为南、北区两支全明星队，首发球员
全部通过球迷网络投票产生。河南赊店老
酒男篮被分在北区，队中的外援克拉克、姜
宇星以前锋的身份出现在北区全明星首发
候选名单之中，闵庆飞和另一位外援华盛
顿则分别以中锋和后卫的身份入围。河南
男篮目前稳居积分榜第三，此四人居功至
伟。河南球迷可在7月27日之前，登录搜
狐NBL官网（http://sports.sohu.com/
nbl/），为“子弟兵”投下宝贵一票。⑥11

本报讯（记者 黄晖）2016全国现代
五项冠军赛呼和浩特站的比赛 17日落
幕，河南队夺得男子团体冠军、男子个人
第二名以及女子团体第五名。

本站比赛为期5天，共有来自全国的
160多名男女运动员参赛。本次比赛未设
马术项目，参赛选手只在击剑、游泳、跑步、
射击项目上展开争夺。最终，由张振武、吴
博文、毋汉瑜组成的河南队以3440分夺得
男子团体冠军，山东队和上海队分别以

3437分和3420分位列第二、第三名，吴博
文还以1180分获得男子个人第二名。

省自行车及现代五项运动管理中心
主任马全钧肯定了运动员们的表现，“虽
然从成绩上看只赢了对手 3分，但队员
们整体发挥不错，在比赛中表现出了顽
强的拼搏精神，吴博文在完成跑步项目
之后累得直接躺在了地上。”马全钧介
绍，现代五项男、女团体项目是河南队全
运会前的演练重点。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经过历时八天、
173场比赛的激烈角逐，2016年河南省

“省长杯”校园足球联赛7月18日结束了
第一阶段的比赛，各组别的八强也新鲜出
炉。今年的“省长杯”足球赛盛况空前，由
于报名参赛的队伍多，所以比赛分成两个
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进行的是初中男女
组、高中男女组的比赛，每个组分成小组循
环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最终老牌劲旅郑
州和洛阳在第一阶段比赛后依然保持了优
势，而新乡也异军突起，济源等地也取得了
不俗的成绩，在各组别都有学校名列前茅。

在初中女子组比赛中，洛阳市东方
二中、新乡二中、郑州市四十七中名列前
三名。在初中男子组比赛中，获得冠、

亚、季军的分别是郑州二中、河南省实验
中学和济源市太行路学校。在高中女子
组比赛中，传统强队郑、汴、洛均被挤出
了前三名，新乡市第二中学、临颍县第三
高级中学和济源市高级中学捧走了前三
名的奖品。在竞争最激烈的高中男子组
比赛中，由建业名将苏斌、聂磊执教的郑
州第九中学队以明显优势蝉联冠军，东
道主之一的郑州市第十一中学和河南省
实验中学分列第二、三名。

从7月 21日开始，“省长杯”将进入
第二阶段的比赛，来自18个省辖市的小
学男女组36个队和来自10个直管县市
的20支初中男子、高中男子足球队会陆
续登场亮相。⑥9

全奇奖号也难阻一众高手擒奖！7
月 18日，体彩大乐透第 16083期开奖，
全国再爆 6注头奖。其中，2注为 1131
万元(含 424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头
奖，由重庆独享；4注为 707万元基本投
注头奖，花落贵州和云南。开奖结束后，
奖池滚存33.37亿元。

当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出号码“01、
05、09、33、35”，后 区 开 出 号 码“01、
05”。七个奇数号码，当期的大乐透奖号
真是奇！

数据显示，当期的6注头奖由贵州、
云南和重庆彩民擒获。其中重庆中出的
2注头奖花落北部新区一网点。云南的
3注头奖分落楚雄、红河、曲靖三地。贵
州的唯一一注头奖出自遵义。2注1131
万元追加投注头奖全部来自重庆一网

点，中奖彩票是一张“7+2”复式追加倍
投票，共中出一等奖2注、三等奖20注，
四等奖20注，单票累计擒奖2274万元。

当期开奖过后，奖池滚存至33.37亿
元。神奇的号码、火爆的头奖、稳定的奖
池，如此有趣又神奇的体彩大乐透，你不
来上一注吗？⑥9 （陈星）

NBL全明星赛首发球员票选启动

河南男篮四将期待球迷支持

全国现代五项冠军赛呼和浩特站

河南小伙儿团体夺金个人摘银

河南校园足球联赛第一阶段落幕

超级大乐透

全奇奖号难阻高手擒奖

2015 年 9 月 17

日 ，国 家 统 计 局 与 国

家 体 育 总 局 对 外 正

式 发 布 最 新 版 的《国

家 体 育 产 业 统 计 分

类》，标 志 着 体 育 产

业 统 计 被 正 式 纳 入

国 家 统 计 分 类 体 系

中。

新的统计分类将

体育产业划分为 11 个

大类、37 个中类、52 个

小类。

□本报记者 黄晖

2014年可以说是中国体育

产业驶入快车道的“元年”，当年

10月 2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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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号文件）。

此后，相关部门和各地政府纷纷

出台配套文件，社会资本对体育

产业的“热情”也逐渐升温，体育

产业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7

月 13日，国家体育总局公布了

46号文件出台后的第一个五年

规划《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目

标更明确、任务更具体，清晰地

指出了未来 5年推进我国体育

产业发展的主要举措。体育产

业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快速的发

展会给经济、体育乃至你我的生

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咱从《规

划》里拣“稠”的捞一捞——

健身爱好者在海口市万绿园公园椰林下的跑道上奔跑，以健身的方式乐享端午假期。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
《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未来中国人的体育消费模式将从实物型消费向参与型和观赏型消费扩展。 新华社发

体育带上“产业”俩字，明显具有
了经济内涵，发展体育产业对经济增
长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规划》明确
了在“十三五”阶段的一系列量化目
标，其中就包括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
3万亿，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
中的比重达1.0%。

“1.0%”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
是发达国家 GDP 结构的“门槛指
标”。在发达国家，体育产业对国
民经济的贡献率较为显著，产业增

加值占 GDP 比重一般在 1%~3%，
比如美国 2013 年体育产业增加值
达 4350 亿美元，占 GDP 的 3%。英
国、德 国、日 本 等 国 家 都 在 2%以
上。发达的体育产业在促进就业、
带动相关行业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
作用。

2014年中国体育产业实现增加
值 4041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0.64%。显著的差距也意味着巨大的
发展空间。致力于在本世纪中叶成

为中等发达国家的中国，必须也有能
力跨过这道“门槛”，让体育产业的发
展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作出更大贡献。

对于实现目标，《规划》也有着充
足的底气。体育产业作为现在少数
几个总供给还不能满足总需求的领
域之一，在当前的国民经济中持续保
持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和良好的增
长势头，完全有条件成为未来我国经
济发展的新动能。

一年多来，中国体育产业领域大
事不断，华人文化、阿里体育、万达体
育、乐视体育、腾讯体育等巨头在海
内外频频出手，中超 5年转播权卖出
80亿、万达入股马竞控股盈方、广州
恒大淘宝俱乐部新三板挂牌上市、
CBA改革等新闻此起彼伏，热钱的涌
入令体育产业豪气逼人。《规划》中不
止一次提到要引入的“社会资本”，就
是他们了。

市场经济环境下，我们常说“钱
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
的”。对于体育尤其如此。抛开前面

提到的那些巨头大手笔不说，就说咱
河南女排。

中国球迷都知道，河南女排刚刚
“放走”了正值当打之年的国家女排
绝对主力、主攻手朱婷，让她远赴土
耳其征战世界顶尖水平的职业联
赛。这是河南女排顾全大局、呵护运
动员成长的好事，但河南女排因此

“损失惨重”也是不争的事实。这要
搁在以前，河南球迷都会为失去朱婷
后家乡女排的联赛前景捏把汗，不过
现在，情况有了改观——今年 7 月，
河南女排与天津奥瑞克电梯有限公

司携手成立了河南奥瑞克女排俱乐
部，一改之前勉强维持运营的窘境，
有了坚强的资金后盾。在此背景下，
河南女排一掷数十万美金，签下了
2014 年女排世锦赛冠军队成员、美
国女排主攻手梅根和接应二传墨菲，
保证了河南女排征战新赛季的实力。

实力是精彩比赛的保障，精彩比
赛是人气聚集的基础，而高人气则是
继续发展的动力……推动这一良性
循环的，说到底是“钱”，是资本和市
场的规范运行。体育产业，不外如
此。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统计，2014
年全国20岁以上人群中，39.9%的人
有过体育消费，全年人均消费926元。
这个数字与发达国家英国的619美元、
澳大利亚的470美元，法国的310美元
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规划》提出，到
2020年体育消费额占人均居民可支配
收入比例超2.5%。根据国家十三五规
划，到2020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将
有6.5%的预期性增长，所以这个数字
届时还将有不小的增幅。

那么，体育消费的钱都会花在哪
儿呢？

《规划》给出了答案：“十三五”时

期，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
深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不断发
展和‘健康中国’战略的逐步实施，我
国体育需求将从低水平、单一化向多
层次、多元化扩展，体育消费方式将
从实物型消费向参与型和观赏型消
费扩展。”也就是说，买双李宁的鞋、
买件匹克的运动服只能算初级体育
消费，买辆运动自行车去享受骑行的
乐趣，买张票去现场感受比赛才是体
育消费的发展方向。一句话，未来五
年，随着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不断
扩大，中国消费者的体育消费也将从
单纯的“买买买”向“练练练”和“看看

看”进步。
说到“看看看”，就不能不提体育

赛事的付费收看模式，实际上，这也
是今后的发展方向。中超5年的转播
权能卖出80亿元天价，就是因为投资
方看好付费收看的盈利前景。按照
乐视体育的计划，中超从本赛季后半
段就将开启部分场次的付费模式。

付费收看对于已经习惯了“免费
午餐”的我们，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
现实。在成熟的市场机制下，它顺理
成章，早晚要来。您喜欢这项运动、
喜欢这支球队？没问题，付费之后，
随时随地可以看！⑥11

什么是
体育产业

体育消费改变你我生活

体育资本推动体育发展

体育产业助力经济增长

夏令营里的足球游戏。

河 南 建
业队球员哈
维尔（右一）与
对手拼抢。
新华社发

焦点全垒打

体育管理活动

体育竞赛表演活动

体育健身休闲活动

体育场馆服务

体育中介服务

体育培训与教育

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

其他体育相关服务

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
制造

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
销售和贸易代理与出
租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其中，11个大类包括：

赛事短平快

省教育厅校足办协办省教育厅校足办协办

校
园
足
球
之
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