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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6日，中国扶贫基金会 2017年度捐
赠人大会在京召开，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因多年与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开展“中
国体育彩票·新长城”助学项目而荣膺“突出贡
献奖”。据悉，这已经不是国家体彩中心第一
次获此荣誉了。河南、辽宁、西藏等省区体彩
中心同获殊荣。

聚焦深度贫困 助力脱贫攻坚

中国扶贫基金会2017年度捐赠人大会的
主题为“聚焦深度贫困 助力脱贫攻坚”。中国
扶贫基金会理事长郑文凯在致辞中说，这次大
会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召开的，中国扶贫基金会
要紧紧围绕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和社会各方脱
贫力量携手共进，同心同力，为脱贫攻坚事业
做出新贡献。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文
奎在大会上发布了中国扶贫基金会2018年至
2020年参与脱贫攻坚工作计划。中国扶贫基
金会将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上的要求，
聚焦深度贫困，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
务，搭建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平台，助力脱
贫攻坚，确保到 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
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体彩“十年承诺”圆贫困学子大学梦

“中国体育彩票·新长城”助学项目是国家
体彩中心与中国扶贫基金会于2005年联合开
展的一项全国大型公益助学活动。当时国家
体彩中心承诺在 10年内出资 400万元，用于
资助全国各地优秀贫困大学生。

截至 2015年，该项目累计投入超过 600
万元，受益贫困大学生 1500余人，惠及 20多
个省市区，超额完成设立之初的“十年承诺”，
打造了公益、民生、责任、诚信的体彩形象。

十年计划完成后，国家体彩中心和各地方
体彩中心仍继续关注贫困大学生群体，“中国体
育彩票·新长城”助学项目并没有停止，而是加
大投入，社会影响力逐年增强。截至2017年，
该项目已累计投入903万元，资助大学生2091
人。在国家体彩中心捐赠的基础上，各地方体
彩中心也积极配套资金，河南、辽宁、西藏、湖
南、重庆、宁夏、内蒙古、湖北等地体彩中心身体
力行，帮助更多的贫困学子圆了大学梦。

公益体彩的爱心还在持续传递。“中国体

育彩票·新长城”助学项目的很多受益大学生
已经走出校门、走向社会，他们用知识改变了
命运，改变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并用感恩之
心和实际行动回报社会。河南信阳师范学院
2013 级学生王露苇就是其中之一。在校期
间，她先后拿下国家奖学金、校级奖金学和多
个单项奖学金，顺利完成了学业。毕业后，她
成为一名支教老师，不仅为支教学校发起了三
次募捐图书活动，还为学校申请到“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的体育器材，用亲身经历鼓励孩子
们不要放弃梦想。

像王露苇这样的“中国体育彩票·新长城”
助学项目的受益大学生还有很多，他们改变自
己的命运后，又把这份爱心传递给更多的人。

扶贫扶志扶智 民生体彩在行动

中国体育彩票全国统一发行至今，已累计
筹集公益金近4000亿元，广泛用于补充社会
保障基金、教育助学、扶贫、红十字等多项社会
公益事业。

国家体彩中心在精准扶贫的同时，始终坚
持将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脱贫内生
动力，展示了中国体育彩票积极助力民生的公
益品牌形象。除了“中国体育彩票·新长城”助
学项目，国家体彩中心还组织各省体彩机构开
展了“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等多种形式的公益
活动。截至 2017年，旨在为贫困边远学校送
去体育器材与公益体育课的“快乐操场”已向
全国 3246 所学校完成捐赠，捐助资金达到
4921万元，惠及学生人数已超100万。

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各级体彩机构将以
体彩精神为引领，以建设公益体彩、民生体彩、
责任体彩、公信体彩为目标，在推动健康中国
战略和体育强国战略的同时，更加积极地投身
于助力民生的公益事业，继续发挥好“公益事
业助推器”的作用。公益体彩，让更多快乐和
美好发生。 （王红亮）

□李悦

最近几个赛季，“专治各种不

服”的河南建业突然成了中超新

军们的“知心大哥”。每当赛季

初，新人们还在为适应顶级联赛

苦苦挣扎时，建业总能像“精准扶

贫”一样送上温暖，帮助新人们及

时止损，乃至触底反弹。

翻看近年来建业与升班马们

交锋史，他们曾在 2015 年为重返

中超的重庆力帆献上了赛季的第

一分，也曾在 2017 年为刚刚换帅

的新人贵州恒丰送上了赛季的首

次连胜。而凭借从建业身上找回

的自信，升班马们很快就成了当

年联赛的黑马，并以十分亮眼的

成绩完成了自己中超的首秀。

不得不说，如今的建业可能

已经成了中超新人们最喜欢碰到

的“软柿子”。就连前三轮一分没

得、一球没进、连吞 13弹的大连一

方，在 3 月 31 日的中超第四轮比

赛里，也在客场拿到了自己俱乐

部历史上的第一个中超积分和第

一粒中超进球。实际上，要不是

巴索戈上半场的突施冷箭，在控

球率和场面上都处于劣势的建

业 ，差 点 就 在 主 场 拱 手 献 上 三

分。赛后，大连一方刚刚上任的

新帅舒斯特尔，就对自己球队的

表现大加称赞，认为在经历了一

波三连败，队员的信心、精神状态

都受到较大打击的情况下，还敢

于在下半场去控球主导比赛，这

让他看到了很多积极的因素。

舒斯特尔的赞扬之语，某种

程度上也扇了建业一记响亮的耳

光。作为一支沉浸于中超多年的

球队，即便常年要为保级而战，但

再怎么说也要比才进入中超的大

连一方老到一些。可整场比赛，

建业只是在上半场踢了近 20分钟

好球，剩下的时间，他们的表现比

升班马还要“生涩”。

缺乏攻坚能力，没有高效的进

攻体系，是建业近几年来屡屡在升

班马那儿“翻船”的主要原因，即便

在贾秀全带队的最高光时刻，防守

稳健的建业在进攻方面也总是缺

点什么。喜欢攻势足球的塔拉吉

奇，显然也没能摸准自己球队的

脉，经过他一番改造的建业，在前

场进攻中依然是一盘散沙。而顽

疾难克的建业，再次去“送温暖”也

就毫不奇怪了。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随着城市框架的扩大以及
公共交通网络延伸，在郑州组织城市定向赛的资源
也越来越丰富。5月20日，连续三年让近两万参赛
者玩嗨郑州的河南省城市坐标定向赛（郑州站）将再
度激情开赛，赛事报名已于3月31日开启。

本届比赛共设10条线路，包括亲子线路、“拉风
造型”线路、“跑者风范”线路等，“可玩性”较往届均
有提高。比赛由河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等主办，
河南大河搏冠体育产业有限公司运营推广。作为河
南全民系品牌赛事之一，参赛年龄覆盖6岁~55岁
年龄段，旨在让尽可能多的参赛者感受大美郑州。
主办方还将请参赛者参与“千人直播”活动，将整个
赛事变成一场“全民健身真人秀”。

如果您想一试身手，或者想和家人一起去玩玩，
请登录社体中心官网 http://shty.henantiyu.com
了解详情。⑥11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通讯
员 康帆 张雅峥）3月 31日，体彩·环中原
2018自行车公开赛暨淅川县第一届“渠
首杯”自行车赛在淅川县九重镇开幕，来
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等15个国家和地
区的数千名“草根”骑友和“专业”运动员
经过两天的激烈比赛，于4月 1日下午圆
满结束。

在3月 31日的比赛中，前全国冠军、
来自即刻启程UCC车队的河南名将张俊
英蝉联山地车赛女子 20公里组的冠军，
神勇不逊当年。山地车赛男子 40 公里
组、公路车精英赛男子 80公里组的冠亚
季军也各有得主。在4月 1日的比赛中，
山地车赛女子40公里组和山地车赛男子
60公里组的名次也花落众人。

另外，为了鼓励当地人参与全民健身
中来，本次赛事还专门设置了本地组比
赛，来自河南的余家宝蝉联山地车赛本地
组的冠军。

体彩·环中原自行车公开赛是由河南
省体育局、河南省体育总会倡议，河南省
自行车现代五项运动管理中心和河南省
自行车运动协会于 2015年创办，旨在增
强国民身体素质，推动全面健身计划发
展。今年该项赛事为期6个月，将在我省
12个市、县举办12站比赛，淅川为比赛首
站，分为公路精英男子组80公里、山地车
赛男子40公里和60公里、山地车赛女子
20公里和40公里以及山地车赛本地组等
项目，共设大小 200个奖项，奖金总金额
高达16.99万元。⑥11

2018河南省环中原
自行车赛首站收官

塔拉吉奇的工作任重道远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送温暖”
居然成常态？

体育│09

亲爱的泰康客户：
您好！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全省广大客

户与泰康人寿相伴前行，又见一年春来

到。五年来，每逢泰康人寿河南分公司

成立纪念日，想起关爱支持我们的客

户，我就想向您汇报公司过去一年中的

经营发展情况。这已经是我与新老朋

友之间第五次温暖的信函交流。

2017 年至今，在社会各界的支持

和关心下，泰康完成了几项重要工作：

一是践行与河南省政府的战略合

作协议，助力河南经济建设和民生保

障。2016 年 2 月，泰康保险集团与河

南省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通

过保险业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及投

资河南基础设施，参与河南地方经济

发展当中。

2017 年 12 月，泰康人寿河南分公

司中标河南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大

病补充保险项目，为平顶山、驻马店两

地市共 1400多万群众提供大病保险服

务。我们将在河南省政府、省保监局、

省社保局的领导下，全力以赴，配合两

地政府做好保险保障服务。截至目

前，泰康在河南的投资项目已超 22 亿

元。最新的消息是，泰康旗下的互联

网车险业务也已获批在河南营业。

二 是 高 增 长 、高 品 质 、高 贡 献 ，

2017年公司经营成效显著。泰康人寿

河南分公司坚持诚信经营，做市场和

监管的好学生。2017 年，泰康人寿河

南分公司规模保费超过 90 亿元，其中

核心业务 18亿元，比上年增长 45%；与

养老社区关联的“幸福有约”保单比上

年增长 114%；全年理赔 36000件，比上

年增长45%，理赔金额总计2.5亿元；全

年累计纳税 2.3亿元，比 2016年翻了一

番，有力支持了河南经济建设；累计服

务客户数量超 520万，为中原父老提供

了有力的人身保障。

三是大健康产业进展迅速。党中

央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泰康响应党中央供

给侧改革号召，脚踏实地在行动。随

着2018年1月泰康之家·蜀园在成都开

业，泰康高品质养老社区已经在北上

广蓉四地开门营业。此外，泰康的医

养战略已明显提速：南京泰康仙林鼓

楼医院完成更名揭牌、武汉的泰康同

济医院项目正式开工。2018 年年初，

泰康高品质养老社区又相继落子南

昌、厦门、沈阳和长沙，实现“十二城联

动”的全国布局。目前，泰康医养项目

落地河南的前期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中。咱们家门口的国际一流养老社区

和医疗项目，将为河南的长者提供一

流的服务体验，让我们共同期待。

泰康在积极推动养老产业供给侧

改革的同时，也一直关注那些因贫困、

灾害和疾病而致孤残的老年弱势群

体。2017年8月，在泰康成立二十一周

年庆典上，董事长陈东升宣布启动“溢

彩公益计划”，将在全国陆续捐助 1000

家敬老院，让更多贫困孤残老人安享

幸福晚年。目前，泰康在四川都江堰、

绵阳、德阳、广元捐建的四所敬老院已

开始运营。“溢彩公益计划”资金将定

向捐赠给全国的公立养老机构，以实

际行动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

祉作为保险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四是“治乱打非”诚信经营再出

发。响应监管部门要求，泰康人寿和

保险行业同仁共同组织开展“治乱打

非”专项行动。彻查销售、渠道、产品

和非法经营等问题，强化监管制度落

实，提升合法合规经营，坚决清除风险

隐患。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国金融工

作会议精神，为客户提供满意服务，为

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泰康

人寿河南分公司通过设立专项工作组

开展严格的自查，通过抽查工作底稿、

现场督导、重点抽查等方式交叉检查，

让“治乱打非”不留死角。我们将把

“治乱打非”作为贯穿全年经营管理的

重要内容，并以此推进泰康“诚信经营

与客户体验”一号工程的深入实施，让

合规经营为公司的发展保驾护航。

五是以客户便捷、实惠为出发点，

着力打造特色服务。我们的“重大疾

病绿色通道”特色服务，为客户预约国

内知名医院的专家诊疗手术，报销客

户差旅费用，切实解决老百姓看病难

的问题，让普通百姓方便地享受国内

一流的高端医疗资源。“健保通”在泰

康和医院之间建立系统对接，让客户

出院即理赔，“免申请、零等待”，方便

快捷。目前已经与全省近 90 家三甲、

二甲医院开展“健保通”便民合作。此

外，2017 年泰康为重点客户提供基因

检测服务 400 余人次，还帮助客户实

现了 SOS 国内救援转运。泰康“微投

保”“易理赔”服务，让客户足不出户、

在手机屏幕方寸之间轻轻一点，投保、

理赔的全流程“触手可及”。

2018年 4月 3日，是泰康人寿河南

分公司成立十七周年纪念日。树木树

人，同系千秋大业；爱家爱国，共昭一

片丹心。六年来，每逢公司成立纪念

日，泰康人寿河南分公司都组织员工

到黄河岸边栽植“泰康公益林”。如

今，泰康公益林畔已是树木茂盛，鸟语

花香。

河南泰康传承泰康理念，历经成

长积淀，根植中原沃土，坚持初心不

变，致力于让泰康成为中原父老幸福

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诚挚邀请您，联

系遍布全省的 334 家支公司和服务部

6 万多业务员和员工队伍，深入了解

泰康“活力养老、高端医疗、卓越理财、

终极关怀”四位一体的服务理念，让我

们为广大中原父老提供“从摇篮到天

堂”呵护一生的保险关爱。

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

激励着泰康人寿不断前行。我们将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

回应时代要求，勇敢承担社会责任，以

更加奋发有为的姿态参与解民生之

忧、补民生短板，全心全意为人民提供

保险保障服务，为河南客户过上“美好

生活”加油助力，保驾护航。

我代表泰康人寿河南分公司，向

广大客户和关注泰康的朋友表示衷心

地感谢。我们怀着感恩的心郑重向您

承诺，泰康永远是您值得信赖的伙

伴。未来的日子，泰康人寿河南分公

司所有员工和全体销售人员会加倍努

力，合规发展，诚信服务，绝不辜负您

对泰康的信任与托付。我们的目标，

始终是让保险更安心、更便捷、更实

惠，让人们更健康、更长寿、更富足。

让保险闪耀人性的光辉，让生命

的旅程流光溢彩！

此致

祝福

泰康人寿河南分公司总经理

2018年4月3日

铭记初心 担当前行 为泰康客户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

致泰康人寿河南客户的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