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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彩票什么玩法现在在河南最
火爆，那无疑是奖池高涨、喜讯不断、活
动给力的体彩“大乐透”。12月14日的
16147期体彩大乐透，全国井喷22注一
等奖，头奖单注奖金535万。新乡人民
路文苑小区的 4107020004 体彩站传
来中奖喜讯，彩民尚先生9元钱追加中
了两注二等奖和一注三等奖，斩获奖金
50400元。

来到新乡分中心进行兑奖的尚先
生说，以前玩彩票总是抱着公益的心态
去购买，每次投入也就是省下抽烟的几
十块钱，家里人不是特别支持。这次中
了二等奖，全家人都很高兴，就连一直
都不太支持他购彩的太太也开始偶尔
买上几注了。

据尚先生介绍，他每次购买彩票都
是自己根据走势图和感觉进行选号，复
式投注是他的最爱。近期“大乐透”一
等奖频出，而复式投注命中一等奖的几
率更是非常高。尚先生说：“我每次购

买‘大乐透’都不会忘记追加，追加投注
带来的奖金对于复式票是非常可观
的。”

尚先生觉得此次中奖已经大大超
出了自己的期望，唯一遗憾地是这期大
乐透二等奖奖金颇低，不然奖金会更高
的。尚先生说，有了这笔钱，不但能改
善改善自己的生活，也为今后买彩提供
了足够的资金保障，希望有一天自己也
能去省体彩中心领一回奖。

（胡燕军）

中国足球的未来在于青少
年，青训体系的建设是储备人
才的基础。基于此，中国足协
拟加强青少年足球训练竞赛体
系建设，推出“165”行动计划。

21 日在鲁能足校召开的
第十届中国足球协会青少年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与会委员
对“165”行动计划进行了深入
研讨。根据目前的计划，主要
内容是构建完善 1个机制，建
设6个平台，强化5项保障。

1个机制是指加强中国足
协和全国校足办的沟通协调、
顺畅工作机制，包括理顺组织
和形成例会制度等，这个工
作机制具体涉及到三方面的
内容。

6个平台是指大力推进校

园足球俱乐部建设发展、大力
推动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建
设、推动职业足球俱乐部加强
梯队建设、大力培育品牌社
会足球青训机构、实施全国
区域周末主客场联赛、合力
打造国外青少年足球运动员
培养平台。

5项保障包括加强以教练
员为主体的人才队伍建设，组
建足球名宿指导团，修订《中国
青少年足球训练教学大纲》，完
善青少年竞赛训练体系，建立
全国青少年球员、教练员的竞
训技术档案。

全国校足办主任、中国足
协副主席王登峰表示，校园足
球是青少年足球的组成部分，
要做好校园足球和青训体系的

衔接。他还指出，通过发展校
园足球，一是立德树人；二是推
进学校体育改革，为校园篮球、
校园排球等项目的开展提供借
鉴；三是为中国足球腾飞奠定
人才根基。

（校足办）

本报讯 （记者 李悦）12月 22日，国家射击集训
队 2017年印度世界杯(步手枪项目)组队参赛选拔在
福建莆田落下帷幕。经过6天两轮选拔，河南射手史
梦瑶在女子10米气步枪以及50米步枪3姿项目上表
现不俗，均成功入围集训名单，加上此前飞碟项目上
的周超和杨铱洋，本次国家射击队的世界杯选拔，河
南射手总共有三人入选。

去年亚锦赛，曾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成功夺冠的
史梦瑶，在本次选拔赛上继续着出色发挥，女子10米
气步枪项目，她两轮之后总分第一，50米步枪 3姿的
成绩也跻身前三，如此战绩让她已经确保拿到了前往
印度参赛的机票。至于飞碟项目，杨铱洋在男子双多
向的两轮选拔后总分第一，基本上拿下了该项目世界
杯的出场资格。获得女子飞碟多向第四的周超，虽然
成功入选了国家集训队，但要想参加世界杯，接下来
还需要在国家队训练中，有着更加出色的表现。

此外，国家队借助本次选拔赛，也初步确立了二线
队伍的人选，河南小将张雨、赵安妮都成功入围。⑥9

本报讯（记者 李悦）12月 23日下午，2016年建
业球迷嘉年华将在郑州 5D生活馆举行，这是河南足
球的一次盛会，更是建业球迷的线下狂欢，是建业
俱乐部为感谢球迷的多年支持，特意举办的一场欢
乐大party。

从1994年河南建业扛起中原足球大旗至今，已悄
然走过了 22个年头。22年来，建业俱乐部曾有过进
军亚冠的高兴时刻，也经历过黯然降级的惨淡时光，
而这一路上，无怨无悔始终相伴的，就是来自全省18
个地市的广大中原球迷。更何况在如今竞争愈加激
烈的中超金元时代，作为一支平民之师的河南建业要
想稳固地位，除了离不开胡葆森董事长对河南足球的
责任和担当，以及依靠场上队员的顽强和坚韧，众多
河南球迷的支持更是必不可少。

本次嘉年华活动，是建业俱乐部建设球迷文化的
一次有益尝试，也是俱乐部与球迷之间加深了解的一
个重要平台。作为建业足球的掌舵人，建业集团董事
长胡葆森当天将亲临活动现场。除了知名足球评论
员董路等嘉宾外，建业功勋老球员、教练，全省十八个
地市的球迷协会会长，河南足球代表人物，建业足球
APP线上选拔的足球宝贝11强都将参与这次狂欢活
动。⑥9

国家射击队选拔揭晓

河南射手三人入选

以足球的名义不见不散

建业周末举办球迷嘉年华加强青少年足球训练竞赛体系建设

“165”行动呼之欲出
追加赢得丰厚二等奖

□本报记者 孟向东 黄晖

“真的太震撼了！新安县能有这样完备的体育设
施，体育馆、体育场、游泳馆等一应俱全，而且就在老
百姓身边，开放的时间也很长，老百姓随时可以来锻
炼，非常方便，这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也是一个很好的
启发。”12月 22日，在洛阳参加河南省全民健身工作
会议的郑州市体育局长李庆山参观完洛阳新安县的
体育中心后如此感慨。

有此感慨的远不止李庆山一个人。参加会议的
18个省辖市、10个直管县（市）分管体育的领导和体
育部门负责人当天分两批先后在洛阳市内和新安县
进行了参观。在市内，代表们参观了引进民营资本建
设、设施非常先进的洛阳市体育馆副馆，参观了自动
化程度很高、和移动互联网紧密结合的体育中心室外
运动场。全省第一条智能健身步道绕体育中心凌波
湖而建，运动者可以通过手机实时监控自己的运动状
态，还可以分享其他参与运动的人的主要数据。在风
光旖旎的步道上一边健身，一边参加一场饶有兴趣的
比赛，还有比这更爽的运动方式吗？难怪不少知道内

情的代表第一天报到后就去那里一试身手了，更多的
则相约晚饭后再切磋。

风景如画、沿洛河而建的洛浦生态体育休闲公园
长达20多公里，在给群众提供最大方便的健身场地之
外，也将洛阳的厚重和文化充分展现；鼎盛国际小区
内充满人性化和国际范儿的健身运动设施也让代表
们叹为观止。而洛阳国民体质测定与运动指导健身
中心则运用互联网+体育模式，实现了医学健康+体质
健康+运动健康的有机结合。

安阳市副市长袁勇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洛阳不愧
是我省第一批全民健身示范市，在搞好全民健身和发展
体育产业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他们全民参与体育的氛
围很浓厚，做强体育产业，做大体育品牌，打造精品赛事
的做法值得我们安阳好好学习。”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
刁玉华参观之余一边在健身器上锻炼一边对记者说，洛
阳市的场地建设很有特色，形成了既方便群众又各具特
色的15分钟健身圈，高科技含量也很高。今后我们进行
学校体育设施的建设，也要借鉴他们好的做法，争取既
最大程度地服务好师生，又根据自身特点呈现出鲜明个
性，让健身场所成为学校的一道靓丽风景。”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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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全民健身现场会好评如潮

新安县的老年门球场。 雷乃益 摄

关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净空保护区范围的公告
机场净空保护区是机场及其附近一定范围内规定的

障碍物限制面，用以限制机场周围及附近的山、高地、铁
塔、架空线、建筑物、高大树木等高度，用以保障航空器起
降安全的一定区域。机场净空是机场正常运营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保障飞行安全的基本条件。

为落实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净空保护区管理，确保飞行
安全，根据《民用机场管理条例》《河南省民用运输机场管
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净空保护区范围和机场净空保护的管理规定，公布如下：

一、机场净空保护区范围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净空保护区为每一条跑道两侧各

10公里，两端各20公里范围。按五条跑道的远期规划，郑
州新郑国际机场净空保护区东西长45.5公里，南北宽24.6
公里。其中包括：1.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航空港区）；2.新
郑市薛店镇、龙王乡地区、孟庄镇、郭店镇、龙湖镇、新村
镇、和庄镇、八千乡；3.郑州市中牟县张庄镇、三官庙镇、黄
店镇、九龙镇、八岗乡、刁家乡；4.郑州市管城区十八里河
镇、南曹乡；5.开封市尉氏县大营乡、大马乡、岗李乡；6.新
密市曲梁镇。

二、机场净空保护的管理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五十八条、《民

用机场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要求，禁止在郑州新郑国际
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从事下列活动：

1.修建不符合机场净空要求的建筑物或者设施；2.修
建可能在空中排放大量烟雾、粉尘、火焰、废气而影响飞行

安全的建筑物或者设施；3.修建靶场、强烈爆炸物仓库等影
响飞行安全的建筑物或者设施；4.设置影响民用机场目视
助航设施使用或者飞行员视线的灯光、标志或者物体；5.种
植影响飞行安全或者影响民用机场助航设施使用的植物；
6.放飞影响飞行安全的鸟类，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
气球、无人机和其他升空物体；7.焚烧产生大量烟雾的农作
物秸秆、垃圾等物质，或者燃放烟花、焰火；8.设置易吸引鸟
类及其他动物的露天垃圾场、屠宰场、养殖场等场所；9.在
民用机场围界外5米范围内，搭建任何建筑物、种植树木，
或者从事挖掘、堆积物体等影响民用机场运营安全的活
动；10.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影响民用机场
净空保护的行为。

河南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23日

沙集乡“四多四提”促代表履职

为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虞城县沙集乡人大围绕中心工作，着力

提高代表素质，促进代表履职。一是多举措服务代表提素质。每季度组

织代表集中学习培训，熟悉政策理论知识；做实人大代表述职、履职登记

考核机制；县乡人大代表换届时，把好提名“入口关”，实行“三不提”：素

质低不提名、作用发挥差不提名、作风不正不提名。二是多纽带联系选

民提实效。以“六民”主题实践活动为载体，以“人大代表之家”为阵地，

多渠道联系选民，帮扶困难群众，传导民情民意。本届代表共提出议案、

建议224件，联系选民2760人，一对一帮扶困难群众272人，为群众办

实事 987件。组织代表活动 70余次，代表持证视察及走访、接待选民

236人次。三是多领域评议工作提发展。每年组织县乡人大代表开展4

次以上集中活动，视察重点建设推进情况，听取各站所办工作汇报，提出

意见、建议，由人大办公室督促实施。四是多视角深入调研提思路。以

人大代表、乡政府、群众等多种视角积极调研；组织代表围绕乡中心工作

积极谏言献策，在精准扶贫攻坚战、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美丽乡村建设

过程中，乡人大提出的督导办法多次被党委政府采纳，推动了工作的顺

利开展。 (杨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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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我公司员工张小方、刘亚男、孟海斌请于通知刊登之日起15日内到公司报到，逾期不到者，

按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焦作韩王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声明
▲马迪·叶尔肯别克，铁道警察学院

学生证丢失，学号：2013311441，声明作
废。

▲纳森贝力格，铁道警察学院学生
证丢失，学号：2014311113，声明作废。

▲吕小安遗失哈弗 CC6460RMOF
车 辆 合 格 证 及 发 票 。 车 架 号 LG-
WEF4A59GF241804，合 格 证 编 号 ：
WAN096161188080，发 票 号 码 ：
02229479，声明作废。

▲罗转不慎将导游证 IC卡（编号：
DZG2013HEN12469)丢失，特此声明作
废。

▲宜阳县妇幼保健院遗失出生医学
证 明 44 份 ，号 段 为 ：Q411436657—
Q411436700，声明作废。

▲河南海新化妆用具有限公司公章
（防伪号 4116280007227）遗失，声明作
废。

▲黄永霞中州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毕
业 证 丢 失 ， 毕 业 证 编 号 ：
110681201406001303，声明作废。

▲河南光泽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024551601582J）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真维斯服饰有限公司鹿邑分
公 司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税 号 ：
412725587071659；代码证：587071659
丢失，声明作废。

2016鹰城政法工作巡礼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张宏怡

基层稳则全局安，基层强则全局
兴。

当前，鲁山进入加快脱贫攻坚、决
胜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经济下行压
力加大和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各种风
险矛盾累积增多，改善民生、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难度随之加大。

鲁山委县、县政府高度重视平安
建设工作，按照“注重基层、着重基础、
重心下移、重点前移”的要求，将平安
建设工作重心下移，夯实基层基础，筑
牢平安根基：以推进源头治理，创新矛
盾纠纷调处机制，实现基层矛盾纠纷
就地化解；以加强基础建设，构建立体
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高平安建设
现代化水平；以抓体制机制建设，凝聚
平安建设整体合力，形成齐创共建良
好格局。

源头治理
实现基层矛盾纠纷就地化解

在下汤镇王画庄村，村民们一遇
到矛盾纠纷马上就会想到“自力调解
室”，他们总是说：“调解纠纷，我们相
信王自力。”王自力是王画庄村的支部

书记,2014年 10月，成立了以个人名
字命名的调解室，对随时出现在生活
中的矛盾纠纷，第一时间采取稳控措
施，力争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调解
室运行2年来，调处各类纠纷矛盾200
余件，调解成功率达98%。

人民调解构筑了社会维稳的“第
一道防线”。在完善县乡村三级人民
调解网络的工作中，鲁山重点加强乡
村级调解组织的建设。

2012年，鲁山在辛集乡试点成立
由党政领导挂帅，信访、司法、公安、综
治等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乡人民调解
委员会。各村成立了由村两委干部、
群众代表、党员代表参加的村级人民
调处中心。乡人民调处委员会对村级
调处中心的工作进行指导、培训、督
查，村级调处中心负责法制宣传、排查
化解矛盾纠纷、承办上级交办的信访
事项、解决群众困难和问题。

“辛集经验”实现了矛盾纠纷预测
走在预防前、预防走在调解前、调解走

在激化前，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并在全
县推广。目前，全县已建成乡（镇、办）
人民调解委员会25个，村级人民调解
委员会调处工作室450个，其中像“自
力调解室”这样的个人品牌调解室共6
个。同时建立了医疗、交通等10个专
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共聘任
专兼职调解员1360名。

今年以来，全县各级调解机构共
排查化解矛盾纠纷2180起。其中，辛
集乡傅岭、辛集两个村调委会被省司
法厅授予“全省十星调解委员会”称
号，鲁阳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下汤
镇新街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被评为

“全省优秀人民调解委员会”。

打好基础
延伸治安防控体系到基层

12月20日，在鲁山县公安局，记者
看到，一个占地200平方米，设立全省
统一外观与内部标识，配备44块大屏
幕显示墙的全新110指挥中心系统正

在调试准备投入运行。该中心设置有
110接警、指挥调度、信息研判、图控巡
查、决策会商等功能区域，实现省市县
一体化、扁平化、可视化指挥调度。

让探头站岗，用鼠标巡逻，大数据
已成为社会变革的基础性力量。鲁山
通过“三建一联网”打造全覆盖视频监
控体系。建设城区视频监控，更新安
装电子警察系统10套，升级高清红外
摄像头 236个，安装公安警用巡逻车
辆移动监控系统11套，实现对城区主
要道路、重点公共区域的全覆盖；建设
农村视频监控，建立全县“平安乡镇电
子视频监控系统”，设计 730 个监控
点，安装 1460个高清摄像头，实现县
乡主要道路、出入口、重点地区基本覆
盖；建设社会视频监控，为社区、重要
景区安装摄像头，鼓励有资质的社会
化技防公司，面向社会提供技防服务；
打造社会视频监控联网，整合学校、医
院、商场等社会视频监控资源，实现资
源效益最大化。

在人防队伍建设上，鲁山对专职
治安巡防队进行整编扩军，实现了25
个乡（镇、办事处）专职治安巡逻全覆
盖；广泛发动基层群众，组建民兵义务
巡逻队，开展治安巡逻、护林防火、秸
秆禁烧等工作。此外，今后每年还要
投入 1100余万元用于专职治安巡防
队人员工资等费用，提高维护治安、服
务群众的水平。据了解，今年上半年
鲁山公众安全感满意度达到91.43%，
位列全市第2位。

机制创新
凝聚平安建设整体合力

按照平安创建标准，鲁山开展以
“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
意”为主要内容的平安乡（镇、办事
处）、平安单位、平安村（社区）创建活
动。

如何激励全县各地各部门和干部
群众积极参与基层平安鲁山建设？鲁
山县完善平安建设奖励制度，设立平

安建设奖励经费，凡被评为平安建设
平安乡(镇、街道)的各奖现金 1万元，
平安建设先进工作者各奖现金 1000
元，平安建设先进单位奖励该单位全
体职工1个月的平均工资。

在赵村镇，定期召开三个会成为雷
打不动的制度，即每周 1次村干部排
查、研判矛盾纠纷会，每月1次公安、司
法、综治等部门矛盾纠纷专题调处会，
每季度各村召开1次全体群众代表平
安精神宣传会，及时掌握本村群众思想
动态和矛盾隐患。良好的治安环境，需
要大家共同维护，按照整合资源、理顺
关系、健全机制、发挥作用的要求，鲁山
进一步完善县乡村三级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体系，逐渐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
主导、综治协调、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
力量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

激活“平安细胞”，打牢平安根基。
近年来，鲁山先后获得“全省平安建设
先进县”“全省铁路护路联防工作先进
县”等荣誉，实现了社会大局的持续平
安稳定。站在新的起点上，鲁山没有片
刻停歇，更加快了前进的步伐，正由“平
安鲁山”向“幸福鲁山”大步迈进!

鲁山县将平安建设工作重心下移

夯实基层基础 筑牢平安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