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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晚，大乐透第2018033
期开奖，全国共中出9注头奖，其中，
河南彩民郝先生以一张“8+2”复式
票擒获大乐透一等奖1注，除此之外
还中得 15注三等奖、30注四等奖、
10注五等奖，累积获得奖金 692万
元，中奖彩票出自新乡市辉县市锦绣
公馆北门的一体彩网点。

3月26日上午，中奖彩民郝先生
现身省体彩中心领取了大奖，并分享
了他的购彩经验。

据悉，郝先生购彩十几年了，大
乐透几乎是期期都购买，也算得上是
大乐透的忠实粉丝了。郝先生说：

“我平时购彩也没有什么技巧，更谈
不上什么经验了，基本上都是随机选
号或看走势图选几个顺眼的号码。
这次中奖的彩票号码也是我随意选
的，这次能中奖真的是很意外。”

关于中奖后的心情，郝先生说：
“内心非常平静，因为我平时购彩都
抱着平常心，没把中奖看得太重。”对
于奖金的分配郝先生表示暂时还没
想好，等到回家之后再做合理的安
排。最后郝先生说：“购彩是一种娱
乐，以后还会继续购彩的，如果中奖
了那是自己的运气好，没中的话就算
是给体彩公益事业做贡献了。”

据了解，大乐透当期全国销售
2.31 亿元，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
8318万元。同时，恭祝中奖的彩民
朋友。快乐投注，理性购彩！

（赵慧婷）

大乐透“8+2”复式投注
新乡彩民领走692万元

▲中奖彩票

前不久，教育部发布了校园足球开展三年多的进
展：2015年以来，已认定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20218所，四级联赛参观学生共计1004.08万人。

校园足球的“价值观”并不完全是为了在遥远的
将来帮助中国足球冲击世界杯。在此之前，它至少
还有三个任务：一是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二是让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能够掌握足球运
动技能，三是通过足球训练和比赛，培养学生健全人
格，促进全面发展。 （校足办）

校园足球开展三年多

四级联赛参与学生过千万

本报讯（记者 黄晖）邓亚萍最近
忙啥呢？忙着投资体育产业呢！3
月 29日，久违的河南乒乓球名将邓
亚萍现身全省体育产业发展会议，作
为邓亚萍体育产业投资基金的创始
人，介绍基金的运作情况。

当天上午，2018 年全省体育产
业发展会议在郑州大河锦江饭店召
开，会议新命名宜阳县、睢县、新县等
3个省体育产业示范基地，河南建业
足球俱乐部等16个省体育产业示范
单位，郑开国际马拉松赛等 4 个省
体育产业示范项目，登封市嵩皇运
动休闲特色小镇等 8个省运动休闲
特色小镇。信阳市体育局、邓亚萍
体育产业投资基金等10家单位做了
交流发言。

邓亚萍体育产业投资基金是河
南省唯一一家专注于投资体育产业
领域的投资机构，目前投资聚焦两条
主线：一是在城区打造便民惠民的体
育健身场馆，二是在郊区打造体育+
旅游融合发展的体育特色小镇及户
外运动休闲公园，形成“消费升级”度

假目的地。“我十四岁就离开了河南，
如今想为家乡做点事情。”会议结束
后，邓亚萍向记者表示。

体育产业是当下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热词”，发展体育产业是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
内容。目前我省体育产业已进入了
快速发展的轨道，体育精品项目建设
成效显著，体育产业实体经济发展迅
速。尤其是郑州、焦作依托少林、太
极两大武术优势资源，发展出了领跑
全国的武术产业。据介绍，目前登封
市有武术院校46所，在校学员近10
万人，是全球最大的武术教育培训基
地。

与此同时，我省体育产业还存在
规模小、品牌少、基础薄、区域发展不
平衡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2016
年 河 南 全 省 体 育 产 业 总 产 出 为
817.97 亿元，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比重为 0.79%，低于全国
0.9%的平均水平。

省体育局副局长王炳奇在会议
中提出，各地应明确任务，完善产业

政策，培育体育产业基地，加强场馆
建设运营，丰富体育赛事活动，推进
健身休闲产业，加快体育制造发展，

推动“体育+”和“+体育”，加强体育
产业基础工作，推动全省体育产业又
好又快发展。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为进一步
做好 2020年东京奥运会等国际大
赛的备战任务，打造和储备更多的
女足优秀人才，并与国家女足红队
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4月1日至10
日，中国女足国家队黄队将在青岛
进行新一期的集训。根据这份集训
计划，中国足协公布了新的黄队集
训名单，其中就有河南徽商女足的
董佳宝、崔亚珍以及王莹三朵玫瑰。

去年11月，中国足协组建了女
足国家队红队和黄队，采用“双轨并
行”模式进行各项备战。其中，红队
作为主力队伍，将代表国家参加各

类国际赛事，而黄队作为预备队伍，
重在储备人才，提高运动员技战术
水平，扩大国家队选材面。两队独
立运行、独立训练，在相互竞争中实
现相互促进。

对于长期以来在国家队只有娄
佳惠一颗独苗的河南徽商女足来
说，董佳宝等三人能入选黄队，确实
属于俱乐部国脚培养计划里可喜的
进步。虽然，从进入黄队到入选红
队，董佳宝、崔亚珍和王莹她们都还
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至少在成
为国脚的道路上，三位姑娘已经迈
出了坚实的第一步。⑥9

本报讯（记者 李悦）随着中国
杯赛事的落幕，已经休战了近半个月
的中超联赛又将迎来新的征程。3
月31日，目前一胜两负的河南建业，
将在联赛第四轮主场迎战大连一方，
面对这支刚刚换帅的中超新军，建业
主帅塔拉吉奇也是丝毫不敢大意，这
一周时间里，专门就建业前三场暴露
的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

在前首富王健林接手大连一方
后，球队花重金引进了卡拉斯科、盖
坦、冯特三大顶级强援。不过三轮战
罢，大连一方的表现却让人大失所
望。三战全负，失十三球、未进一球，

也使得主帅马林成为今年联赛下课
的第一人，接替他的是已经赋闲在家
4年的德国人舒斯特尔。有意思的
是，这位前皇马的主教练与建业主帅
塔拉吉奇一样，上任伊始就要求自己
的队伍要多些侵略性。

积极备战的建业，近期迎来了大
将柯钊伤愈复出的利好消息，这也让
球队可以放心地让外力静心养伤。
不过，刚刚完成换帅的大连一方，肯
定给建业的备战工作带来了一定的
困扰，毕竟新帅上任，会给球队的技
战术带来不小的变化，而建业目前所
能做的也只能是以不变应万变。⑥9

河南三小花

入选国家女足黄队
中超战火重燃

建业周六迎战一方

邓亚萍登台开讲

河南体育界聚议体育产业发展

邓亚萍介绍体育产业投资基金的运作情况。本报通讯员 雷乃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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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言

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2017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目前
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4亿，占总
人口的17.3%，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达
1.58亿，占总人口的11.4%。同时，全国老
龄办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全国老龄
办、中组部、中宣部等14个部门将联合在
全社会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我国
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新形势要求我们，
必须深化认识，创新服务，提升能力，应对
人口老龄化要在思想上增强紧迫感，在工
作上增强主动性。

要加强人口老龄化国情学习，增强老
年体育工作应对老龄化的紧迫感和责任
感。中央对加强老龄工作时强调，“有效应
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
关亿万百姓福祉。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加强顶层设计……做到及时应对、科学应
对、综合应对。”老年人体育协会作为党领
导下的社会组织，肩负着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的历史责任和担当。全省各级老年人
体育协会和老年体育工作者，要加强学习，
通过老龄化国情教育，统一思想，进一步加
强新形势下老年人体育工作重要性的认
识，深刻理解老年人体育协会和老年体育
工作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发挥的不可
替代的作用，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紧迫
感和责任感。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把党的
十九大精神落实在应对老龄化实际行动
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
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
业和产业发展”的要求，并发出了“广泛开
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
设”的号召。我们老年体育工作要认真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理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科学指引下，围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的变化和我省老年体育事业发展的现状，
努力以实际行动开创新时代河南老年体
育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要加大老年体育工作的力度，通过向健身要健康
实现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没有全民健康，就没
有全面小康。在老龄化加速发展的新形势下，进一步
加强老年人体育工作责任重大、意义深远。站在新时
代新起点上，河南老年体育工作必须以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契机，传播“大健康”的理念，营造“大老体”的
工作格局，树立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创新导向、服务导
向，扬优势，找差距，补短板，更加积极、主动地研究和解
决老年人体育健身不平衡、不充分的实际问题，在全社
会更加广泛地开展“向健身要健康”主题活动，把中央
和省委的决策部署扎扎实实地体现在推进全省老年体
育事业的新发展上，不断提升老年人身体素质和健康
水平，让晚年生活更健康更幸福更有尊严。

3 月 28 日，为期两天的 2018 年河南省女子门
球赛在洛阳市栾川县老干部活动中心落幕。这是
继 3月 8日开展以“巾帼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为主
题的健步走活动后，省体育局、省妇联等加强老年
体育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与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合作，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等单位共同支持，合力
推进老年体育事业发展、助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
深度融合、充分展示新时代巾帼健康风采的又一新
举措。

在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我省成立了由
省体育局、省发展改革委、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农
业厅、省文化厅、省卫生计生委、省旅游局、省老龄
办、省总工会、省妇联、省残联等12部门组成的加强
老年人体育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旨在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充分发挥老年体育在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中的积极作用，通过进一步加强老年人
体育工作，推进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健康中原、体育
强省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

“巾帼心向党·建功新时代”健步走活动由省委
省直机关工委、省妇联、省林业厅和省老年人体育协
会联合主办，于3月8日在郑州绿博园隆重举行，来自
省直和中央驻豫各单位的100多支队伍、2000多名机
关妇女干部职工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健步走活动。由
省体育局、省妇女联合会、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指导，省
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省门球协会主办的河南省女子门
球赛，共吸引了全省29支代表队300余名女性门球爱
好者参加了比赛。两项比赛交流隆重有序、精彩圆
满，彰显了“向健身要健康”的主旨精神，展示了新时代
我省女性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体现了“党
政主导、部门尽责、协会组织、社会参与”老年体育工作
格局的客观要求，促进了老年体育与全民健身、全民
健康的深度融合。

按照计划，今年各成员单位还将陆续加强与省
老体协的合作，持续开展“劳动杯”“先锋杯”“敬老
杯”等各种形式的健身活动，进一步推进老年健身、
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

3月 23日，经过 5天 13轮 292场的
激烈比拼，第二十九届“黄河杯”全国门
球赛在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登封校区门球
场完美收官。

本次比赛由郑州市体育局、市老
干部局、市老龄办市老年体协主办，登
封市委、市政府、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登
封校区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 84 支
代表队 770 余名运动员、裁判员参加

本届大赛。参赛年龄最小的 32 岁，最
大的 84 岁。最终，我省三门峡代表队
获得第一名、荥阳老体协一队获得第
二名、新郑老干部局代表队获得第三
名；江西南昌聚友、福建莆田门球队等
10 支代表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李
英娟等 20 位裁判员获得优秀裁判员
称号；王世昌等 26 位志愿者获得优秀
志愿者称号。

第29届黄河杯
全国门球赛收官

3月19日，由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主办的2018年河南省老年人太极拳剑基
层培训班在滑县、太康、方城、罗山、中牟
等5地同时开班。按照规划，今年将在全
省县市区基层老年人中培训太极拳剑爱
好者3万-5万人。

经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批准，中国老
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员会落户我
省焦作，将于今年 5月举行挂牌仪式，届
时将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十万人的太极拳
联合展示活动。为配合联合展演活动的

开展，同时加大太极拳项目推广，省老体
协决定在全省县（市、区）中分步骤、分层
次、分批次开展太极拳专项培训，培训内
容以国家体育总局推广的太极拳竞赛套
路（综合 42式）为主进行，培训考试合格
者可持培训结业证到当地申报办理三级
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

据了解，第一期培训自3月19日至5
月 15日举行，共分6批次在全省66个县
市区进行，目前，已在 17个县（市、区）培
训太极拳剑爱好者3000余人。

全省老年人
太极拳剑基层培训开班

合力助老健 巾帼展风采

河南省女子门球赛现场 李源博 摄

第29届黄河杯全国门球赛现场 胡蕾 摄 焦作市酷走健身活动走进农村宣传科学
健身 姬长荣 摄

郑州新密牛店镇三八妇女节老年健身
活动 石松峰 摄

“巾帼心向党·建功新时代”健步走活动现场 祝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