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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校足办协办

全运会河南再摘铜

□本报记者 孟向东

脱贫攻坚已经成了我国政治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各级党委政府
的重点工作之一。它既蕴含着党和
政府对改善群众生活的承诺，又关联
到万千百姓的福祉，所以分外牵动人
心。河南省体育局根据行业自身特
点和担负脱贫任务的地方实际情况，
独辟蹊径，走出了依靠体育、脱贫攻
坚的新思路。

夏邑：用建设拉动

根据上级安排，省体育局的扶贫
点是商丘市夏邑县太平镇孟李庄村。
从 2015底到今年 6月底，省体育局共
出资 621万多元支持孟李庄村发展，
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访贫问苦、培
训学习、困难救助等。除此之外，省体
育局还根据夏邑的实际情况开展专业
对口扶贫。夏邑县体育事业有良好的
基础，曾先后培养了全运会女子跳远
冠军许小令、代表中国参加巴西奥运

会的自行车名将王红等优秀运动员。
省体育局就专项支持夏邑县体委73万
元，除了全民健身、青少年训练、武术
之乡创建、购置训练器材服装外，还于
去年在该县举行了河南省首届民间体
育大会，在该县掀起了一股体育热。
省体育局还支持太平镇 520万元，用
于建设镇文化体育园、老年人户外活
动中心和健身步道等设施，目前已经
部分投入使用。该局驻村第一书记王
红航说，我们在夏邑县投这么多的钱
建设体育设施，为广大老百姓服务，主
要就是要解决群众锻炼场地和器材匮
乏的问题，扩大体育人口，逐步培养锻
炼意识和习惯，使更多的人养成定时
成绩体育锻炼的好习惯，这样身体好
了，心气顺了，生活质量高了，自然也
少生病，也等于是变相的帮助群众脱
贫致富。

洛宁：靠项目带动

与夏邑县相比，位于豫西山区的
洛宁县则另辟蹊径。这里是山区，空

气清新，景色优美，具有举办体育比赛
特别是户外运动、极限运动的得天独
厚的条件。省体育局在该县挂职担任
副县长的史展翔就是这方面的有心
人。在他的努力和省局的支持下，环
中原自行车赛洛阳站的比赛连续3年
在洛宁小界乡举行，而且参赛人数一
年比一年多，水平一年比一年高，影响
一年比一年大，25公里长的平坦赛道
环绕在嶕峣山中，春夏时节，漫山遍野
弥漫着槐花香、菜花香，成为国内外许
多自行车爱好者心目中的“圣道”。在
此基础上，由一位美籍华裔投资人拟
投资15亿元人民币兴建的嶕峣山休闲
运动区也于7月13日正式签约。双方
计划用8年时间，把嶕峣山打造成中原
地区集赛事承办、训练培训、旅游观
光、文化体验、养生休闲于一体的知名
休闲运动区。更重要的是，在双方的
补充条款中明确规定，该项目一期必
须帮扶该乡的 150 户贫困家庭，每户
至少用工一人，收入不低于社会最低
工资，最终帮扶不少于 1000 户。而
且，在该休闲区建成后，大量的村民

还可以建设农家旅馆、搞定向的养
殖、种植来增加收入。史展翔说，这
也是我们省体育局和洛宁县委县政
府达成的共识，让体育通过产业造福
于民，让更多的人通过体育早日过上
小康生活。

“脱贫攻坚无小事，群策群力才
能早日实现让所有人都按期脱贫的
战略目标。”省体育局局长李俊峰告
诉记者，新班子上任以后开的第一个
会，主要议题就是落实省委省政府有
关指示精神，出色完成上级交给的任
务，发挥体育惠民、健身健康在解决
社会矛盾中的转化作用，引导群众自
觉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群众生
活获得感和幸福感。夏邑县和洛宁
县只是他们利用体育特点、助力脱贫
攻坚的尝试。下一步他们还会有新
的探索，特别是如何抓住全民健身和
体育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机遇，利
用好手中的体育彩票公益金，找出一
条有体育特点、适合河南实际、快速
精准而且永不反复的脱贫攻坚新模
式。⑥11

脱贫攻坚：体育探索新途径

本报讯（记者 黄晖）全国男篮联
赛（NBL）7月12日晚结束了第八轮的
争夺，河南赊店老酒男篮坐镇南阳主
场击退前来挑战的拉萨队，豪取三连
胜的同时，积分也升至联赛第二。

上一轮客场对阵广西队，比分一
直落后的河南男篮在最后一刻才由外
援约什投进压哨绝杀，两分险胜。本
场比赛河南男篮依旧在大部分时间里
扮演追赶者的角色，直到第四节才实
现反超，以112∶108胜出。约什投进6

记三分球，得到全队最高的41分并有
4次助攻7个篮板，依然是球队取胜的
头号功臣。

本轮另一场比赛，远征广西的洛
阳男篮尽管仍有外援斯密斯 62分 10
个篮板的神勇发挥，依然以 129∶134
落败。

NBL八轮战罢，河南男篮积14分
跃居第二，洛阳男篮排名第十。史密
斯仍以 476分名列球员得分榜榜首，
约什以321分排名第三。⑥11

河南男篮三连胜跃居NBL次席

7 月 11 日至 14 日，河
南足球事业发展基金会的两
位特聘教练刘翔、孙勇，在平
顶山给当地的 60 多位中小
学体育老师进行了为期 4天
的培训，以帮助当地校园足球
水平的提升。平顶山也是继
濮阳、孟津、遂平之后，河南足
球事业发展基金会的第四个
校园足球帮扶基地，目前，被
纳入基金会帮扶计划的学校
已经超过400所。⑥9 本报
记者 李悦 摄

本报讯（记者 李悦）2017年河南
省校园足球“省长杯”足球赛结果整整
一周的激烈角逐，7月 12日在济源决
出了5个组别的冠军，尽管郑州、洛阳
等传统强队仍然占据优势，但信阳、济
源等地的进步之大也让人刮目相看。

在小学男子组比赛中，来自郑州
的金水区农科路小学、二七区春晖小
学包揽了冠亚军，洛阳涧西区的实验
小学获得了铜牌。在小学女子组比赛
中，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小学获得了
冠军，但她们的冠军来之不易：她们和
来自信阳浉河区的三五八学校激战40

分钟还是 1∶1不分胜负，最终大学路
小学艰险夺冠。三五八学校和许昌市
魏都区古槐街小学分获二、三名。

在初中男子组比赛中，郑州市金水
区硕爵学校和郑州73中分获冠亚军，季
军是河南省实验中学。在初中女子组决
赛中，洛阳市东方二中2∶1力克郑州47
中。获得第三、四名的是来自济源的沁
园中学和太行路学校。在省直管县、市
初中男子组比赛中，巩义市紫荆实验学
校、长垣县第一初级中学和永城市实验
中学获得了三甲。其他组别的比赛将于
今天开始举行。⑥9

省长杯足球赛决出部分优胜者

本报讯（记者 黄晖）第十三届全
运会航空模型比赛7月13日进入首个
比赛日的争夺，河南队摘得一枚铜牌。

本次比赛 7月 10日至 15日在天
津市静海区举行，河南共派出 9名运
动员参赛。在7月13日进行的国际级
线操纵特技（F2B）项目中，河南名将
郭书军获得个人第三名。

航空模型项目 1959 年首次亮相
全运会，1993年第七届全运会后被取
消。本届全运会，航空模型和航海模
型比赛一起，作为群众比赛项目重回
全运会舞台。

在当天上午结束的象棋比赛中，我
省选手王浩楠以4胜2平1负的成绩获
得少年男子组第四名，广东、福建和陕
西选手分获该项目前三名。河南省共

有2名选手参加了少年男子组和少年
女子组的比赛。

此外，在 7月 11日结束的全运会
气排球项目比赛中，河南队 1∶2不敌
广西队，以2胜6负的成绩结束了4天
8场的鏖战，最终名列第七。气排球项
目在河南开展赛事活动只有一年多，
此次能从全国预赛中脱颖而出晋级天
津决赛圈，充分说明了我省气排球运
动的潜力。⑥11

2017 年河南省校园足球“省长
杯”暨河南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足球
锦标赛7月5日在济源第一中学正式
拉开帷幕。足球少年在绿茵场上为梦
想激情奔跑，一群默默无闻的后勤人
员正事无巨细地为他们保驾护航：“2
个容纳上千人同时用餐的学生食堂；
7所学校提供专业的比赛场地；15辆
大、中巴车接送参赛队员、教练和裁判
员；20 余名医护人员在赛场随时待
命；200 余名志愿者（安保和保洁）；
400余间空调宿舍……”

数字很平凡，背后却有着无数的寄
托和关怀。“省长杯”在济源举行的通知

下发后，立刻引起济源市委市政府的高
度重视，从硬件到软件，从住宿到饮食，
凡事都有相关领导具体把关，当得知承
办方济源一中部分宿舍没有空调，随即
拨付了购买300多台空调的经费并进
行安装；虽说校园足球赛事是教育局的
分内之事，但是为了能让“省长杯”顺
利、有序的进行，市教育局从去年年底
接到通知后就组建相关领导小组与市
交通局、公安局、药监局、卫计委和消
防支队等相关部门进行了前后共计三
次的全面协调会；为了呈现一场高规
格的赛事，市教育局与参与开幕表演、
承接比赛场地 、服务住宿和餐饮的学

校进行了无数次的沟通和严要求等
等。一切的准备与付出，都成为“省长
杯”圆满举办前的华丽序幕。

济源，谢谢你！ （校足办）

济源，以校园足球的名义谢谢你！

本报讯（记者 李悦）客场 3∶2险
胜豪强河北华夏幸福，暂时脱离了降
级圈的建业终于松了一口气，不过，7
月 15日晚的第 17轮中超联赛，他们
依然不能松懈。届时，球队将在客场
挑战保级对手辽宁开新，这是一场谁
也不想输的“6分之争”，对于实力相
差无几的两队来说，比赛双方更多的
是比拼耐心。

联赛遭遇5连败，队中主力射手詹
姆斯上一轮又受了重伤，最近的辽宁开

新可谓多灾多难，原本大好的开局也付
之东流。一直以来都靠“卖血”求生存
的辽宁队，本赛季终于尝到了无人可用
的苦头，再加上俱乐部内部的一系列动
荡，球队成绩一落千丈也就毫不意外
了。作为辽宁队多年来保级的重要功
臣，詹姆斯今年的攻击力虽然略有下
降，但其在前场的进攻核心作用依然无
人能够替代。詹姆斯受伤之后，辽宁队
的新外援鲍马尔将获得首发机会，但这
位中期加盟的喀麦隆人能否适应辽足

的战术体系，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从实力上说，建业队要比辽宁队稍

稍强上一些，但考虑到是客场作战，这
点优势也可以忽略不计，在实力相当的
情况下，两支同样打防守反击的球队，
很大程度上比拼的就是耐心。因此，积
分上领先的建业大可不必在比赛中过
于着急，先稳固自己的后防，然后迫使
对手失去耐心大举压上，一旦有了反击
冲刺的空间，建业头号射手巴索戈就可
以放开手脚尽显威力了。⑥9

建业客战辽足比拼耐心

7 月 11 日，2017“公益体彩 快乐操
场”（河南）第二阶段评审活动在河南省体
彩中心会议室进行，由省会媒体代表、省体
彩中心和分中心工作人员以及体彩网点业
主和销售员代表，组成40人评审团，对入
围2017“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河南）活动
的148所学校进行了分组评审，拟捐助的
35所学校名单即将产生。

据河南省体彩中心主任助理董小卫介
绍，2017“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河南）的评
审工作分初次评审和二次评审两个阶段。
初次评审从 417所报名学校中评选出了
148所学校，第二阶段评审将再次从148所
学校中评选出拟捐赠的35所。学校评选的
标准包括：学校规模、师资、场地等硬件设
施，教育、管理等软条件。不仅如此，省体
彩中心还对 2013-2017 连续 5年内参与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河南）报名的学校
进行了数据汇总，并对累计报名2年及以上
的8所学校，向评委们进行了重点介绍。

35所拟捐赠学校名单“出炉”后，在接
下来的15天里，各地体彩分中心工作人员
将按照省中心提供的学校地址和联系方
式，分别对35所小学实地进行真实性考察
和评估。对于不符合捐赠条件的学校将取
消受捐赠资格，由同一地市学校在评审中
得分的下一名补充。

据悉，2017“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河
南）最终受赠学校名单，将于7月底或8月
初，通过河南体育彩票网、“河南体彩”官方
微信、省市媒体进行公告。 （彩文）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
受赠学校名单即将产生

本报讯（记者 李悦）奥斯曼不
堪大用，哈维尔又因伤赛季报销，近
段时间，志在保级的河南建业一直
在进行着“选锋”的操作。据德国转
会市场透露，建业的新外援已确认
为葡萄牙球员瓦兹特，由于他与原
球队合同到期，建业并没有支付任
何转会费，建业为瓦兹特提供了一
份1年半的合约。

今年30岁的里卡多·瓦兹特，
身高1米88，可踢边锋和中锋多个
位置，曾代表博尔顿以及西汉姆联
队征战过英超联赛。上赛季他效
力于土耳其超级联赛的阿克萨希
尔体育队，为球队在各项赛事中出
战40场，打入25粒进球，展现出了
良好的状态。

对于瓦兹特，德甲转会榜上给
出的身价是230万欧元，虽然其是
自由身加盟，建业不用支付转会
费，但在签字费以及个人待遇方
面，建业肯定也会花费不少。有过
英超经历的瓦兹特，身体硬朗、速
度不慢、头球技术不错，身为葡萄
牙球员，他也有着一定的脚下技
术。他的加盟，在丰富了建业反击
打法的同时，也让球队加强了攻坚
能力，至少在阵地战中，不至于束
手无策。

目前，关于瓦兹特加盟一事，由
于在一些合同细节上还没有达成一
致，建业官方并没有给出确切消息。
但相信这位来自葡萄牙的“黑又硬”，
已经无限接近航海体育场了。⑥9

建业圈定哈维尔替代者
英超前锋或将免费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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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松

7月 13日，记者从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了解到，全省6
月份福彩销售增长较快，销售额达 54695万元，同比增长
11.61%。其中鹤壁市、商丘市、郑州市和邓州市、巩义市、
长垣县、滑县、鹿邑县、永城市销售增长超过 20%。濮阳
市、周口市和汝州市销量则呈负增长。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6月，全省共销售福利
彩票329134万元，同比增长3.28%。其中商丘市和新蔡县
等 12个省辖市、省直管县（市）超过全省平均增长率。濮
阳、信阳、安阳、焦作、南阳、洛阳等省辖市和汝州、滑县、永

城、巩义、鹿邑等省直管县（市）呈现不同程度负增长。
从目标完成情况来看，今年6月份，全省福彩销售目标

完成率为96.52%。全省共有商丘市等6个省辖市和新蔡
县4个省直管县（市）超额完成销售目标。

另 据 了 解 ，今 年 上 半 年 ，全 省 目 标 完 成 率 仅 为
48.40%。其中，省福彩中心郑州航空港分中心、开封市、商
丘市、济源市、新乡市、三门峡市、周口市、驻马店市、鹤壁市
和邓州市、新蔡县、固始县、长垣县、兰考县、巩义市实现了
目标完成与时间同步。而安阳市、郑州市、濮阳市、南阳市、
信阳市、焦作市和汝州市、鹿邑县、永城市、滑县目标完成率
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全省6月份福彩销售增长较快

单 位

商丘市

新乡市

开封市

郑州市

周口市

许昌市

驻马店市

鹤壁市

济源市

三门峡市

漯河市

平顶山市

洛阳市

南阳市

焦作市

安阳市

信阳市

濮阳市

港区分中心

省直管县（市）

新蔡县

邓州市

固始县

兰考县

长垣县

鹿邑县

巩义市

永城市

滑 县

汝州市

全 省

6月销量

2517.13

2526.49

2092.50

13479.19

2150.62

2223.18

2543.41

1037.73

654.16

1314.83

1353.36

2186.94

5178.74

3516.87

2199.69

1867.80

2184.74

1435.68

319.65

194.59

749.22

391.33

283.97

391.53

191.60

780.69

439.86

275.33

213.85

54694.71

6月目标

2200

2575

2017

13908

2317

2283

2375

950

617

1458

1383

2442

5542

3958

2267

2292

2333

1625

258

175

650

408

300

383

200

700

475

292

283

56667

目标完成率（%）

114.42

98.12

103.76

96.91

92.83

97.37

107.09

109.23

106.08

90.16

97.83

89.57

93.45

88.85

97.04

81.50

93.63

88.35

123.74

111.20

115.27

95.84

94.66

102.14

95.80

111.53

92.60

94.40

75.48

96.52

全省排名

1

6

5

10

13

8

3

2

4

14

7

15

12

16

9

18

11

17

-

3

1

5

7

4

6

2

9

8

10

本年度累计销量

14308.23

15935.15

13342.65

74329.92

14057.94

13501.82

14370.98

5707.52

3932.15

8934.17

8261.59

14207.01

32258.13

22406.30

12984.51

12192.73

13269.03

9188.05

2078.15

1153.62

4807.41

2606.63

1840.92

2403.52

1049.37

4260.68

2600.87

1667.57

1477.49

329134.10

本年度累计
增长率（%）

16.09

10.52

9.40

6.37

4.78

3.48

3.47

1.82

1.67

1.47

0.64

0.48

-0.82

-1.39

-2.65

-4.25

-5.61

-6.92

-

26.38

23.61

16.53

6.76

5.47

-0.29

-3.42

-4.15

-7.27

-7.28

3.28

全省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

1

2

3

4

5

6

7

8

9

10

2017年6月份全省福利彩票销售排名表
截止日期：2017年6月30日 单位：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