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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集训结束

宁泽涛静待全运选拔
本报讯（记者 李悦）6月

23日，2017年全国夏季游泳
锦标赛暨全运会预选赛将在
江西赣州举行，而我省游泳名
将宁泽涛也将借本次比赛正
式复出。据了解，在澳大利亚
随名帅布朗集训一个多月后，
宁泽涛已于 6月 17日正式回
到国内，在北京恢复几天后，
他将直接奔赴比赛地赣州，与
河南游泳队的大部队会合。

作为上届全运会男子 50
米和100米自由泳的冠军，宁
泽涛在这次预选赛上除了自
己的两个主项外，还多报了一
个男子 100 米蝶泳。虽然已
经有一年多没有参加正式比
赛，但以宁泽涛的底子，通过

这次全运会的预赛选拔应该
问题不大，毕竟全运会的男子
50米和 100米自由泳的参赛
标 准 只 有 24 秒 15 和 52 秒
30，而宁泽涛在状态最差的里
约奥运会上，其成绩也远远超
过这一标准。

不过，对于外界有关宁泽
涛想要参加布达佩斯世锦赛的
说法，宁泽涛的教练团队并没
有给予正式回应。一位熟悉宁
泽涛近况的教练表示，宁泽涛
开始恢复性训练的时间毕竟有
点短，其状态也没有达到最
佳。现在首先考虑的还是要保
证进入全运会的决赛圈，至于
能否达到世锦赛的参赛标准，
只能说会去尽力一试。⑥9

河南省校园足球专项检
查总结会议6月17日召开，各
组组长分别汇报了地市检查
的情况，并总结问题提出建
议。河南省教育厅体卫艺处
处长、河南省校足办主任郭蔚
蔚要求六个检查组认真总结、
严格把关，将全省足球特色校
按照分值划分层次，将工作开
展好的学校典型和工作开展
不好的学校典型进行全省表
扬和通报。

校园足球工作开展以来，
在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校足
办的正确领导下，全省校园足
球工作有序开展，“足球是教
育、足球是文化、足球是生活”
的局面逐步形成。

但在校园足球工作的开
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的问题，
比如足球专业老师匮乏仍然
是校园足球发展最大障碍，还

有足球人才上升通道不完善、
足球大课间过于追求动作整
齐，把足球当成了做操的道具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河南省校园足球专项检
查总结会议的召开为河南校
园足球工作的开展起到了阶
段性总结和梳理的作用，本次
会议总结的问题和提出的建
议将对下一步河南校园足球
工作的开展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 （校足办）

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专项检查总结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李悦）钟晋宝开
场闪击，对手乌龙又送大礼，哈维尔
推射锁定胜局！经历了4轮不胜之
后，换帅的河南建业终于转运了，在
6月 17日中超联赛第 13轮的一场
较量中，坐镇主场的他们以 3∶1完
胜延边富德，亚森取得上任后开门
红的同时，也让球队得到了宝贵的
喘息之机。

接手球队不到一个星期，就在
主场迎来保级的关键之战，建业的
新主帅亚森赛前也坦言，时间过于
紧迫，自己也不能解决球队的全部
问题，他希望球员们能踢得更为聪
明，有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亚森对
于机会把握的期望，在比赛开始后
仅4分钟就由小将钟晋宝实现了：在
接到戈麦斯的长传后，禁区后点的
钟晋宝一脚推射，足球击中立柱反
弹到池文一身体后进入球门，建业
取得梦幻开局。

与贾秀全时代的建业相比，亚
森带领的建业队，同样采用了防守
反击的打法，但保加利亚人并没有
过于要求队员们全场逼抢，只是将
重兵囤积于禁区前30米处，并全力
保证反击的成功率。亚森的战术，
虽然将控球权拱手让于对手，不过

保证了球员们能有充足的体力坚
持到比赛结束，再加上重回首发的
多奇卡尔表现不俗，建业整场比赛
都踢得比延边队更具威胁。第 48
分钟，多奇卡尔前场右侧发出的任
意球，对方后卫金弘宇忙中出错将球
挡入了自家大门。第83分钟，多奇
卡尔禁区前一脚直塞，及时启动的哈
维尔反越位得手形成单刀，随后一脚
冷静地推射将比分扩大为 3∶0。三
球落后的延边队，只是在比赛结束
前，由尹比加兰打进了扳回颜面的
一球。

3∶1取得了本赛季主场的首个
胜利后，建业也让自己的处境好了
一些。由于倒数第二的江苏苏宁本
轮意外落败，建业的排名虽然没有
什么变化，但至少离降级区有了3分
的距离。⑥9

6 月 12 日晚，大乐透第 17067
期全国开出 2注头奖，我省平顶山
彩民凭借一张 6元 3注单式票收获
一等奖1000万元。6月15日上午，
中奖彩民蔡先生携家人一起来到省
体彩中心兑走他的超值大奖。

据了解，蔡先生买彩票将近二
十年，刚开始经常买七星彩，大乐
透上市之后就喜欢上了这种玩法，
基本上期期都买。当天他路过体
彩网点，一看表已经七点多了，正
好从兜里摸出来一张一周前买的
大乐透彩票，蔡先生想也没想，就
递 给 网 点 业 主 让 他 照 旧再打一
遍。开奖当晚，蔡先生在家看电
视，感觉差不多开奖了，就拿出手
机查询开奖号码。他发现第三注
号码全都对上了，开始时激动不

已，后来内心有点打鼓：“真的假
的，凭这么一张小小彩票就能领那
么大的奖？”第二天蔡先生去了购
彩网点，看见网点正在庆祝，这才
确定自己真的中奖了。

蔡先生说：“妻子身患癌症多
年，家里的钱都花差不多了，这下可
以给她找个好医院看病，希望她能
慢慢好起来！” （彩文）

主场完胜延边

亚森上任开门红

鹰城彩民好丈夫 中大奖为妻治病

哈维尔为建业锁定胜局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亚森首秀运气不错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讯（记者 黄晖）6月 19日，休赛一天
之后的第十三届全运会女排附加赛，在云南禄
丰进入第4个比赛日的争夺，河南女排以1∶3
不敌解放军队，四轮比赛1胜3负，已经失去了
晋级全运会决赛圈的资格，这也意味着有“女
排世界第一主攻手”之称的河南国手朱婷，将
无缘亮相天津全运会女排的赛场。

在此前进行的三轮比赛中，河南女排先后
以0∶3不敌辽宁队、3∶0战胜四川队、0∶3负于
云南队。首场对阵辽宁队时出现高原反应的
朱婷，在接受治疗后一直未能再度出战。

本场比赛朱婷依然没有出场，而朱婷缺阵
的河南女排，面对的是连胜三轮、阵中拥有袁
心玥、杨珺菁、王云蕗、高意四名现役国手的解
放军队，结局似乎已经注定。但这场比赛可以

说让很多球迷“猜对了结果，猜错了过程”，想
象中的河南女排“脆败”、“被横扫”并没有出
现，16∶25、25∶22、21∶25、15∶25，姑娘们用一
场 4局苦战和一度紧咬的比分证明了自己。
事实上，云南禄丰这块高原球场，考验的是所
有的参赛队员，除朱婷外，河南女排副攻黄瑞
蕾等球员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和伤
情。在此情况下，作为家乡球迷，我们即使不
为姑娘们点个赞，是否也应该少一些对于所谓

“朱婷队友”的埋怨。
本次附加赛参赛的6支女排队伍是在此前

的预选赛中未能直接出线的河南、广东、四川、
云南、解放军、辽宁，最终排名第一的队伍将拿
到最后一张天津全运会决赛阶段的门票。目
前，解放军队和辽宁队均保持四轮不败。⑥11

附加赛四轮一胜三负

河南女排无缘亮相天津

构建“红色方阵”
下好“开放融合棋”

西堡社区是一个回迁安置型社区，
在回迁过程中，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
垒作用，顺利破解拆迁难、安置难等诸多
问题，实现了“拆村不拆党组织”，推动了

“村庄治理”向“社区治理”转变。
如何以基层党建带动基层治理创

新，夯实党在城市基层的执政根基？
管城区委书记王东亮认为，管党治

党是各级党组织共同的责任，以街道党
工委为核心，以社区党组织为基础，建
立区域内各级各类党组织“红色联盟”，
把街道社区、驻区单位、新兴领域的党
建工作统筹起来，就能发挥 1+1＞2 的
效果。

在西堡社区，党组织就是“凝聚党心
民心，服务党员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党组织都是社区“大党委”的成员单位，
社区“大党委”对辖区非公有制企业党
组织、新经济社会组织等实行直接管
理，对辖区公共单位、企事业单位、上级
政府职能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党组织等
实行双重管理。此外，社区“大党委”还
负责街区内的党建事务，对街道党工委
负责，对街区各类成员进行服务、管理、
协调和监督。

“把辖区内的党组织统筹纳入到社
区‘大党委’体系后，基层党建的‘红色
方阵’就构建起来了。”紫荆山南路街道
党工委书记李杰告诉记者，党组织按照
就近原则组建“红色街区”共建理事会，
日常运行实行轮值主席制，选举常任理
事。党建联席会每季度召开一次，常任
理事会每月召开一次，围绕街区内社会
性、群众性、公益性工作，沟通情况，交
流经验，研究、协调街区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重要问题，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共建共管的街区协调议事长效机
制。

打造“红色驿站”
织密“服务管理网”

左侧是红丝带，象征着为民服务的
党员队伍；右侧是七色飘带，象征着社
会团体、爱心人士等多方力量；中间一
枚熠熠生辉的党徽，共同构成一个心
形。这就是西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
LOGO。

“设计鲜明的党建标识标牌也是推
进城市基层社区党支部规范化建设中
的重要环节。”西堡社区党支部书记郭
娜说。

2017年以来，管城区整合街区内党
建阵地资源，统一门头建设“党员群众
服务中心”，集中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类
便民服务。党群服务中心这个“红色驿
站”使社区党组织服务能力、服务水平
得到显著提升，将党群活动阵地延伸到
最基层。

“一核带动”引领工作，“三社联

动”服务群众，“五微服务”激发活力，
西堡社区“135”社区党建工作法创新
了城市基层社区党建：以组织重构统
摄农村转型的新布局，保证党在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广泛
调动社会资源，基本形成了以社区为
综合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工人才
为补充的“三社联动”发展格局；延伸
网格化管理，建立以楼幢为经、单元为
纬的“微网格”，将党组织和党员全部
划入格中，实现“人到格中去，事在格
中办”，将矛盾化解在社区，把多元服
务带给居民。西堡社区党支部探索总
结出的这些工作方法，取得了实实在
在的成效。

像西堡社区一样，管城区 83 个社
区、148个社区党组织共同织就了一个
纵横交错的服务管理网络。针对居民
养老托幼等棘手问题，坚持社区、社会
组织和社工“三社联动”，提供专业化、
社会化服务；在每个楼院、楼栋单元设
置“社情民意工作站”，聘请专职站长

“坐班”服务；建立服务回馈机制，在街
区创办“爱心银行”，设立党员诚信经
营户、邻里和睦互助志愿服务岗等 12

类志愿岗，促进党员服务社会正向良
性循环……管城区通过扎实推进党支
部规范建设，切实让党支部成为创新
城市治理、服务居民群众、促进社会和
谐的战斗堡垒。

突出“红色引领”
凝聚“党员群众心”

一边是党史展览墙，一边是党建动
漫长廊，在西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周围，
这样的“红色载体”随处可见，居民群众
也潜移默化地接受着“红色文化”的精神
洗礼。

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管城区
在街区显要位置设置宣传栏，开展“百场
红色电影”展播，组建“红色文化讲师
团”，定期为基层党员群众授课，并在“管
城党建”微信公众号推介宣传，引导全区
党员群众坚定“感党恩、跟党走”的决心
和信心。

此外，管城区还举办丰富多彩的街
区红色文化艺术节，通过开展文艺汇演、
工艺大赛、体育比赛、读书征文等形式多
样的文体活动，丰富街区内党员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组织开展“街区形象大
使”“街区微笑之星”“街区十大先锋人
物”评选等活动，树立身边先进典型，发
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以此增强
党员群众看齐意识，永葆党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

截至目前，各街区共为基层党员群
众上党课 200多场次，开展各类文体活
动50场次，评选出各类先进典型110名。

“以‘红色’为抓手推进城市基层党
建，就是要坚定党的领导，传递党的声
音，让人力、服务等优质资源向街道社区
倾斜的同时，激发党员群众干事创业的
热情，凝聚社会正能量，为郑州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贡献力量。”管城区组织部副部
长沈鹏飞如是说。

街区范围内党员群众集体活动其乐融融

西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居民提供微笑服务

5月26日，在管城区紫荆山南路街道西堡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希夕的城堡”项目亲子课堂如期开展，志愿者教师带领

着学龄前儿童和家长一起制作康乃馨。

作为管城区首个“红色街区”，组织招募各类志愿者为适

龄儿童提供免费亲子早教，是西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辖区

居民提供优质服务的又一创新举措。

“红色典型”示范引领，“红色文化”渲染氛围，“红色学堂”

定期宣讲，“红色影院”寓教于乐……为有效整合城市党建资

源，激发各领域基层党建活力，郑州市管城区通过创建“红色

街区”，全面统筹推进城市基层党建。

管城区委书记王东亮调研指导红色街区创建工作

郑州市管城区

创建“红色街区” 推进城市基层党建
□本报记者 刘一宁 本报通讯员 张俊永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