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5 月 11 日 下 午 3 点 ，
“2017-2018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高中男子组（东北赛区）”决赛在山东烟台
滨海中学打响。最终，经过 80分钟的激
烈角逐，此前连过五关的郑州九中一球之
差惜败上届全国总决赛冠军人大附中获
得东北赛区亚军。而参与此项赛事的另
一支河南代表队——河南省实验中学在
稍前的比赛中不敌人大附中，遗憾无缘四
强。

据悉，比赛从4日开始，持续到11日
结束。来自北京、天津、河南、河北、山东、
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全国8个省、直辖市
的 16支球队参与此次比赛，其中不乏北

京人大附中、北京八一学校、郑州九中、河
南省实验中学等全国名校，参赛人数近
400人。共进行了48场激烈角逐，分为小
组循环赛和交叉淘汰赛两个阶段进行。
郑 州 九中先
后战胜了 长
春希望高中、
济南七中、北
京八一学校、
大连二十 五
中、石家庄二
中，闯进了最
后的决赛。

（校足办）

本报讯（记者 李悦 通讯员 薛明瑞）5
月14日，2018首届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
（郑州赛区）落下帷幕。在本次比赛中，被戏
称为“少林足球”的省青少年塔沟少林足球
训练基地战绩优异，他们共收获2个第一和
3个第二的好成绩。

由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中国足球协
会指导，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支持，全国体
育运动学校联合会主办的首届中国城市少
儿足球联赛，于3月24日在北京、郑州、武
汉等10城市同时开赛。联赛分为预赛和总
决赛两个阶段，比赛以五人制项目为主，设
置了男子U8、U9、U10、U11、U12和女子

U11、U12共7个组别，预赛采用双循环赛
制，共18轮比赛；决赛采用赛会制，将由10
个城市选派最佳阵容组队参加全国总决赛。

郑州赛区的比赛，吸引了全市的70支
代表队近千名运动员参加，其中不乏培养出
职业球员乃至国脚的传统名校。成立不过
三年的省青少年塔沟少林足球训练基地，这
次选派了5支队伍，参加了小学U10、U11、
U12男子组及小学U11、U12女子组五个组
别的比赛。队员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作风
顽强、技术出色，最终获得女子U11冠军、
男子U12冠军、男子U10亚军、男子U11亚
军和女子U12亚军。⑥9

本报讯（记者 李悦）5月 12日，全国
女足超级联赛结束了第三轮的较量，主场
作战的河南徽商女足，在两度落后的情况
下，凭借娄佳惠和外援艾比的进球，最终
以2∶2逼平了实力不俗的北京女足。

作为女超的一支老牌劲旅，拥有西班
牙球星维罗妮卡的北京女足，无论在整体
实力上还是比赛经验上都要比河南女足高
出一筹。在洛阳3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这
场比赛双方打得一波三折。客队在上下半

场，曾两度取得领先优势，而河南女足在丢
球后，也顽强的两度将比分扳平，这其中河
南队外援艾比在禁区外的那记世界波破
门，更是堪称本轮女超赛场上的最佳进球。

在 2∶2逼平北京女足后，目前 2平 1
负积 2 分的河南徽商女足，暂列联赛第
五。虽然河南姑娘们至今在超级联赛上
还未尝胜果，但以球队目前所展现出的技
战术能力以及斗志，相信离她们“捅破这
层窗户纸”的时间不远了。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2018年全
国体操锦标赛暨亚运会选拔赛5月
13日晚在广东肇庆结束。河南体操
队发挥出色，不仅摘得两枚个人项
目的金牌，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均
创下河南队历史最好成绩。

本次赛事是全运会之后新周
期的首次全国最高水平比赛，也是
今年亚运会参赛阵容的一次重要
选拔赛，因此吸引了全国 21 支代
表队的 201 名男、女运动员参赛，
新老世界冠军张成龙、肖若腾、邓
书弟、尤浩、林超攀、邹敬园等悉数
披挂上阵。

处在新周期开始之际的新老交

替中的河南体操队，派出 9名队员
参加本次比赛。由陶昊鹏、张常浩、
赵聪、李林臻、丁泽润组成5人男子
团体阵容，在我省聘请的国家队男
子教练组原组长陈雄的带领下进步
很快，此番初登全国赛场便获得第
九名的成绩，这也是河南体操男子
团体建队以来首次进入全国前十。
女子团体方面，由于去年全运会阵
容中的 4名队员退役，只能由两名
国家队队员刘津茹、芦玉菲和两名
小队员吴子悦、龙舒蕾组队，龙舒蕾
更是首次参加全国成年比赛。按照
团体赛允许报名 6 人、每项 5 人上
场、取 4 人最好成绩的“6-5-4”赛

制，河南体操队算是勉强“凑”够了
一支女团阵容，其中刘津茹、芦玉菲
自去年全运会后，还因为伤病原因
训练一直不太系统，赛前状态也不
稳定。但就是这支“凑”起来的队
伍，在比赛开始后相互鼓励、稳扎稳
打，不仅闯过了资格赛，还在决赛中
凭借动作的高成功率在比分上紧追
传统豪强广东、北京、浙江，最终名
列第四，与男子团体并肩创下队史
最佳战绩。

随后的个人项目，河南体操队
愈战愈勇，女队“一姐”刘津茹不仅
在女子跳马项目上成功卫冕，还以
个人发挥最好的 13.733分，夺得自

由操项目的冠军。此外，芦玉菲、陶
昊鹏、张常浩还在女子全能、男子吊
环以及男女全能总分等项目上获得
三个第四名、一个第五名、一个第七
名及一个第八名。

特地前往赛场观战的河南省体
育局副局长马宇峰表示，河南体操
运动管理中心自2010年成立以来，
虽编制最少、起步最晚、基础最差，
但通过这几年的努力耕耘，已经呈
现了“一年进步一小步、三年一个大
跨越”的良好势头，体操是我国的传
统优势项目，也是河南的潜在优势
项目，一定会为河南体育强省建设
做出更大贡献。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5 月
13日晚，在中超联赛第十轮的
一场较量中，坐镇主场的河南
建业，依靠 VAR技术“火眼金
睛”的裁定，使得原本被判越位

的进球最终“失而复得”，这粒
进球也帮助主队1∶0战胜了北
京人和，取得本赛季的首个两
连胜。

建业与北京人和之战，昔
日的“航体之王”伊沃回归无疑
是最大的看点，只可惜由于伤
病，这位前建业核心当天连 18
人的大名单都没进，这多少有
些让人感到遗憾。实际上，除
了伊沃之外，北京人和的外援穆
坎乔同样因伤缺阵，再加上黄牌
停赛的奥古斯托，他们只有在中
甲时代就在队中效力的阿约维
一名外援能够出场，也难怪其主
教练路易斯在赛前戏言“这是我
们在中甲时的阵容”。

但即便面对“中甲球队”北
京人和，有三名外援助阵的建
业也并没有占得什么上风，从
比赛过程中也能看出，在巴索

戈受伤后，建业的反击实力是
多么的孱弱。建业最好的机会
出现在第 37分钟，陈灏漂亮的
凌空垫射打破了场上的僵局。
尽管这粒进球一度被边裁认为
越位在先，但经过VAR重放，主
裁判最终认定这是一粒好球。

要知道，这已经是建业第
二次受益于 VAR技术了。上
一轮客战河北华夏，正是通过
VAR重放，主裁判将故意踩踏
的河北队队员赵明剑罚下，让
当时一球领先的建业得以长时
间以多打少，并取得了最后的
胜利。可以说，在中超联赛今
年引进了VAR技术后，河南建
业终于在这两轮尝到了高科技
带来的甜头。一波两连胜后，
建业虽然还是排名倒数第三，
但总算拉大了对身后保级对手
的领先优势。⑥11

两度落后 两度扳平

河南女足逼平北京

校园足球联赛 郑州九中遗憾摘银

首届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郑州赛区

“少林足球”收获2金3银

两金两“最佳”
河南体操闪亮全国赛场

VAR助力建业两连胜
本报讯（记者 黄晖）记者5月11日从省政

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8年中
国铁人三项联赛河南睢县站暨全国铁人三项冠
军杯赛、全国青少年铁人三项冠军杯赛，将于5
月26日至27日在睢县北湖景区举行。

由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省体育局、商丘
市政府共同主办的这次比赛，共吸引了来自全
国的700多名选手。由于铁人三项是奥运会比
赛项目，所以，冠军杯赛事也是为国家队备战
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 2018年青奥会、亚运会
等大型综合运动会培养高水平的后备人才。铁
人三项联赛分为大师组、全程组、半程组三个大
组，并增设了亚运会混合接力超短距离个人选
拔赛，内容更丰富，竞争更激烈，观赏性更强，总
奖金为213300元。

铁人三项运动是近年来才在中国内地兴起
的综合性运动竞赛，由天然水域游泳、公路自行
车、公路长跑三个项目组成。本次赛事的举办地
睢县拥有万亩北湖，空气质量优良，成功举办过
一系列国际国内铁人三项赛事，被国家体育总局
授予“全国铁人三项比赛最佳赛场”称号。⑥11

全国七百“铁人”
26日会战睢县

比赛赢得艰难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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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城市：严守耕地红线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李运海

本报通讯员 张 恒

永城市顺和镇李大庄村村民正在

熟练操作机井，进行田间灌溉，看着长

势喜人的麦苗，69岁的李彦春喜上眉

梢。“自从复垦成了高标准农田，机井

多了，再也看不到几个村的人围着一

口井转，彻夜排队取水的画面了。”李

彦春说。

李大庄村是永城市土地利用综合

改革成果的缩影。永城市加大对城市

规划内建设用地、农村耕地和乡村集

体建设用地全面整治力度，农民得到

实惠，生态环境变美，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也驶入一条新的快车道。

永城市委书记、市长李中华说：

“耕地是最宝贵的资源，也是人们赖以

生存的基本资源和条件，事关国家粮

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

永城在土地利用综合改革工作中，不

仅要实现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双

赢’，更要走出一条具有永城特色的节

约集约用地之路。”

严守耕地数量红线

加大拆旧复垦力度

作为全国六大无烟煤基地，永城

市拥有地下丰富的煤炭资源。永城市

也是全国最大的面粉生产基地，面粉

年设计生产能力 30 亿公斤，被称为

“中国面粉城”。“黑白经济”为主的“能

源之都”“面粉之城”成为永城的两张

特色名片。

近年来，永城逐渐由“中国面粉

城”向“中国食品城”转型升级，食品加

工企业增长较快，对用地的刚性需求

增大。在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中，基础

设施和民生工程建设对土地的需求也

很大。同时，因采煤带来的土地大面

积沉陷，给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很

大影响，对耕地和生态的破坏也在连

年增多，永城市耕地保护面临数量、质

量、生态等多重压力。

随着当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建

设深入推进，永城市占地需求和补充

耕地资源空间不匹配等问题日益显

现，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占优补优的难

度日趋加大。

“永城市坚守土地公有制性质不

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

损三条底线，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

态‘三位一体’保护，走出了一条资源

‘重生’的新路子，开创了耕地保护新

局面。”副市长孙虎说。永城通过创新

工作手段，运用“行政+经济+市场+科

技”手段四位一体开展拆旧复耕工作，

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乡镇负

责、社会参与、收益共享”的拆旧复耕

模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

在快速推进土地利用综合改革工

作中，当地由市政府统一组织实施拆

旧复耕工作，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

乡镇政府负责实施，相关职能部门负

责监督指导、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

为使拆旧复耕工作有章可循，永

城市还相继出台了《关于做好补充耕

地土地综合整治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试点工作的意见》等多个文件，明

确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措施。

每个拆旧复耕项目经联合验收合

格后，由市财政局按标准向乡镇拨付4

万元奖补资金，完不成任务的，扣拨可

支配财力。

通过激励机制与压力机制并举，

变“要我做”为“我要做”，充分调动了

当地各乡镇拆旧复耕工作的积极性、

主动性。

通过不懈的努力，2015年至2017

年，永城市３年共完成拆旧复耕土地

57000余亩，土地出让和指标交易收

入超过60亿元，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

了有力的用地保障和资金保障。

严守耕地质量红线

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

看着长势良好的麦田，永城市条

河乡堤湾村村民李会广喜不自禁。“复

垦后的土地更肥沃了，瞧这麦苗子长

的多有样！”李会广感慨道，在前两年，

条河乡还被人们笑称为“北大荒”。

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曾经

的“北大荒”的土地变成了土地平整、

集中连片、设施完善、农电配套、土壤

肥沃、生态良好的耕地，农民直接受

益。

如今，条河乡境内的 2万亩耕地

已经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剩余 4万

多亩地今年也将实施完毕。届时，这

些土地将全部流转给省内一个农业企

业实施现代化农业项目。

“土地流转之后，我准备在家门口

的企业打工。这样挣了土地流转费，

又增加一份收入，真是赶上了党的好

政策啊。”李会光乐呵呵地说。

永城市共有 206万亩耕地，今年

将对 40万亩耕地实施高标准农田建

设。市国土资源局局长蒋清伟说，永

城市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 1+N”行

动，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生态建设、

美丽乡村建设、脱贫攻坚、发展高效

农业等相结合，推动土地流转和农村

耕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

权”分置，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为乡

村振兴和农村的全面小康注入新活

力，农业、农村、农民在土地整治中发

生着巨变。

顺和镇李大庄是个贫困村，村内

都是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满脚泥。

因为耕地机井少，逢到干旱，村民得排

队浇地。69岁的村委主任李彦春说：

“为了排队，有时拿着被子在井边睡着

等，等一夜是家常便饭。因为这，村民

没少吵架，村风民风也坏了。”

2017 年永城市对这个村实施高

标准农田建设，新打机井 26眼，平均

每40亩一眼机井，并将田间道路和村

内道路全部修成水泥路，每村安装一

台高功率的变压器。如今，这个村附

近建了两个渔具厂和一个编织厂，村

民可以就近打工，赚钱致富。过去土

地每亩 300元流转不出去，如今每亩

800元抢着要。过去一亩地打小麦顶

多600斤，现在能超过1000斤。李彦

春说：“路好了，电通了，村里也摘掉了

贫困村的帽子，村民都富了。”

严守耕地生态红线

修复煤矿沉陷区

5月 9日，站在永城市城厢乡冯寨

村天成生态园瞭望，平整土地上的各

种蔬菜生机勃勃。洼地改造成的片片

水塘里，鱼儿欢跳，鸭子成群。中午，

从市里专程赶来的十多个家庭正在这

里做亲子活动。

很难想象，这里曾是煤矿沉陷区，

曾经房屋倾斜，很多土地泡在水中。

城厢乡所处的区域曾是两个煤矿

的主采区，因过度开采，全乡 19个行

政村中的17个出现村庄和耕地沉陷，

2万余村民的生产生活面临困境。招

商引资也受到很大影响，很多外来客

商一听说是沉陷区，都望而止步。

2014年开始，永城市对这一区域

进行大规模土地整治，进行生态修复，

并结合城镇化，将沉陷区的村庄整体

拆迁，村民从危房中搬到了 6个新建

安置社区。实施挖塘培土，将沉陷严

重的地块挖成鱼塘，挖出的土垫到沉

陷较轻的地块。通过土地整治和老村

庄拆旧复垦，耕地反而新增 3600 余

亩。

土地整治后，城厢乡根据群众意

愿，以每亩1000元的价格将土地全部

流转，发展高效农业和休闲观光农

业。占地 3700亩的天成生态园就是

由此发展起来的。

城厢乡党委书记王灿说，通过土

地整治，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民

变市民，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低效农业变身高效农业，一、二、

三产业得到融合发展。

对已经难以恢复成耕地或不适合

恢复成耕地的沉陷区，永城市实施生

态保护和修复，打造生态湿地。日月

湖风景区就是成功典型。

从 2011 年之前，这里约 2.7 平方

公里的土地开始沉陷，涉及 3个乡镇

的 8 个行政村 12600 人、13920 亩土

地。沉陷深度平均2.1米，常年积水面

积约 3.15平方公里。同时，沉陷区以

每年800亩-900亩的速度扩展，地面

沉陷变形，道路断裂，房屋倒塌，大面

积良田成为水域、沼泽、滩涂、坑洼

地。地质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给当地

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影

响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已不再适于

群众生产、生活。同时，该区域将东西

城区相隔断，成为影响城市发展的主

要“瓶颈”。

在矿产资源强度开发、土地沉陷、

耕地无法恢复、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

坏的现实情况下，永城市为解决采煤

沉陷问题而探索出来的一条新途径，

变沉陷区为集休闲、娱乐、健身、陶冶

人们情操于一体的度假胜地。如今，

永城日月湖已成为省级湿地公园建设

试点。

“民以食为天，粮以田为本。耕

地是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的基

础，是支撑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根基，

是老百姓的‘吃饭田’‘保命田’，必须

坚守耕地红线不突破，保障粮食安

全，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李

中华说，如今我国正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为实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

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永

城将抓住发展机遇，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总要求，立足市情农情，顺势

而为，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目标、

更有力的举措，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强力推进土地“三权分置”改革，

推动全市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

步、农民全面发展，谱写新时代乡村

振兴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