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黄晖 通讯员 胡斌）第十三届省运会社会组
五人制足球及篮球赛 6月 8日在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同时开赛，
这也标志着省运会社会组重头戏三大球项目正式开战。随着6
月 5日进入百日倒计时，省运会先期项目的比赛也日益频密，为
即将于9月到来的省运会开幕式“预热”。

由省政府主办，省体育局、省委省直工委、省总工会、省教育
厅等单位联合承办的河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将于9月 12日在
周口开幕。省运会是河南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体育盛
会。本届省运会共设置青少年竞技组、学校组、社会组三个大组
别，各组别合计大项近百个、小项千余个，参赛人数约6万人。由
于组别、项目及参赛人数较多，所以有相当一部分比赛，将在开幕
式前先期进行。

4月9日，青少年竞技组举重和五人制足球项目在周口市体育
中心开赛，省运会战幕正式拉开。到目前为止，青少年竞技组已完
成举重、中国式摔跤、射箭、柔道、跆拳道、幼儿基本体操、游跑两
项、拳击、自由式摔跤等11个项目的比赛；社会组省直机关组已经
进行了射击、羽毛球、网球、围棋、象棋、扑克双升、飞镖等10个大项
的比赛，社会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组的比赛也已进行了羽毛
球、体育舞蹈2个大项。学校组方面，目前乒乓球、网球、桥牌等项
目的比赛也已结束。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省运会社会组的项目
设置，也随着全省群众喜爱的体育项目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充分体
现了我省全民健身发展的新热点和新方向。6月8日，省运会社会
组省直机关组五人制足球、篮球比赛在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开赛。
其中的五人制足球，就是本届省运会省直机关组增设项目。十三
五以来，足球成为我省重点发展的体育项目，五人制足球也因为对
于场地等条件的要求相对较低而迅速成为全民健身的热门项目，
首次成为省运会省直机关组比赛项目的五人制足球赛，不出意料
地备受追捧，共有57家单位901人报名参赛。

除五人制足球外，本届省运会省直机关组还增设了拔河项目，
省辖市、省直管县（市）组增设了足球、气排球、毽球、广场健身操舞
等项目，同样首次被列为省运会项目的拔河比赛，即将于6月22日
进行，共有70家单位1068人报名参赛。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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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运会“预热”战正酣

河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场地自行车项目的比赛，6月 6日起在洛阳市新区
自行车赛场举行，来自全省14支代表队的200多名运动员，将通过为期一周的较量，争夺男、
女各八个项目的16枚金牌。场地自行车是我省传统优势项目，诞生过多位全运会冠军，敬亚
莉、赵宝芳、马梦露、王红还曾创造过中国队出征奥运会的最佳战绩，去年天津全运会，宋超睿、
鲍珊菊、胥玉龙等年轻选手也开始崭露头角。⑥11 本报记者 黄晖 本报通讯员 沈鸿灿 摄

竞彩足球游戏已经开售世界杯前两轮32场小组赛，
世界杯冠军、冠亚军竞猜也已开售，购彩者在感受竞彩带
来的乐趣的同时，还有几点细节须注意：

一、加时赛区别对待
竞彩足球游戏胜平负、让球胜平负、总进球数、半全

场胜平负、比分五种玩法都只猜全场 90分钟(含伤停补
时)的比分结果，加时赛并不计入当场比赛结果。

二、冠亚军竞猜不分序
冠亚军竞猜，即不分顺序竞猜世界杯冠亚军球队，

也就是猜哪两支球队最终进入决赛，不必分清谁是冠
军，谁是亚军。

三、停售时间延后
世界杯期间竞彩足球游戏将大幅延长销售时间，保

证购彩者有充足的购彩时间。根据初步安排，世界杯期
间（2018年 6月 14日-7月 15日），各比赛日竞彩游戏停
售时间将延后至次日凌晨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开赛时间
（次日凌晨 02:00或 03:00），若当日最后一场世界杯比
赛开赛时间早于 24:00，则停售时间为当日 24:00。世
界杯休赛日停售时间为当日
24:00，遇周末不再延后停
售竞彩足球、篮球各游戏。

四、暂停销售状况
世界杯期间竞彩足球各

种玩法，以及冠军、冠亚军竞
猜都可能出现暂停销售的情
况。应该留意。 （彩文）

本报讯（记
者 李悦）6月 11
日，记者从省武
术运动管理中心
获悉，在刚刚结
束的 2018 年全
国空手道U18锦
标系列赛A级赛
（第 一 站）比 赛
中，河南空手道
队派出了 18 名
年轻选手参赛。
最终，经过 3 天
的激烈较量，河
南青年军收获了
两枚金牌。

今年的全国空手道U18锦标系列A级赛共分 3站，
包括2次分站赛和1次冠军总决赛。第一站的赛事是在
河北迁安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各省市、行业体协、大中院
校的 18支代表队、441名运动员参加，比赛设男女组手
及型共20个级别。作为全国空手道界的王者之师，河南
空手道队这次派出的都是刚刚入队不到半年的年轻小
将，在组手项目中，河南空手道队的孔梓恒获得少年男
子+70kg冠军、甘振鹏获得少年男子-55kg冠军。

据省空手道队主教练任晓凤介绍，在去年收获三枚
全运会金牌后，省队进行了新一轮的更新换代，春节后招
收了一批年轻小将入队。“这次也是他们首次参加全国性
赛事，几个月的训练只是让他们刚刚入门空手道这项运
动。”任晓凤表示，虽然两枚金牌不算太多，但通过这次比
赛，河南空手道队考察了队员、锻炼了队伍，基本实现了
赛前制定的各项目标。⑥9

竞猜世界杯应留意细节

全国U18空手道锦标赛

河南青年军收获两金

6月 7日上午，河南省
校足办工作例会在黄河科
技学院召开。会上，河南
省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
各部门对上半年开展的
2018 年河南省校园足球
夏令营、河南省校园足球
实验班测试、2018 年“省
长杯”前期筹备等工作进
行了总结，并对接下来即
将开展的对外国际交流、

“省长杯”比赛、青训中心
及“满天星”训练营建设的等诸项工作进
行了充分的探讨。

会议中，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专家
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校足办主任郭蔚蔚
通报了三件事项：

对外国际交流问题。近年来，河南
省校园足球一直快速发展。许多地区引
进了国外优质资源，对于促进校园足球
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比如郑州市经开

区与罗纳尔多足球学院的
校园足球合作就卓有成
效。但在一些校园足球国
际交流与合作的具体落地
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雷
声大，雨点小”的情况。近
日，韩国光州市政府发函
河南省校足办，邀请河南
校园足球专家八月初赴韩
进行中韩校园足球国际交
流活动。

派专家赴山西、江西
协助校园足球夏令营工作。近日，山西
省校足办、江西省校足办邀河南校园足
球专家协助其进行校园足球夏令营最佳
阵容遴选工作。

筹建校园足球青训中心。对接校园
足球青训中心筹建工作，为有潜力、有兴
趣的孩子提供更专业的训练，为长远发
展打好基础，进一步拓宽校园足球人才
成长空间。 （校足办）

河南校园足球2018

总结“上半场”筹谋“下半场”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队员正在参加5人制足球比赛。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开银 摄

河南名将尹笑言（右）是众多师弟
师妹们的绝佳榜样。本报资料图片

修武：“四种模式”叫响旅游扶贫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范燕彬

旅游扶贫，作为创新农村经济发
展方式、提升贫困地区“造血功能”的
重要载体，已成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方
式之一。

修武县充分发挥旅游优势和产业
特点，以旅游产业与贫困村融合发展为
依托，以加快项目建设和金融支撑为抓
手，探索形成了核心景区带动、乡村民宿
带动、旅游产品带动、龙头企业带动四种
模式，统筹推进旅游扶贫工作开展。

景区提供就业岗位

云台山东西区作为修武旅游发展
的核心，横跨七贤镇、云台山镇、西村
乡3个乡镇，景区良好发展带动乡村脱
贫致富。

云台山镇东岭后村贫困户武银
枝，一家4口人，2015年家庭人均纯收

入 2726元。在景区协调帮助下，武银
枝的儿子张冬冬进入景区从事保洁员
工作，月均工资 2000 元，并缴纳五险
一金，全年工资收入约 28000 元。目
前，家庭人均纯收入突破 5800 元，计
划年底脱贫。

通过景区直接带动就业，已有 19
户 57名贫困人口脱贫（增收）。

云台山景区还谋划实施了总投资
105亿元的10个重点项目，伴随项目落
地，将带来100个就业岗位，目前，夜游云
溪谷、云台山小吃村等项目将陆续完工。

乡村民宿拓宽增收渠道

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
特别是民宿、家庭宾馆等经营方式的
兴起，为贫困群众拓宽了增收渠道。

修武县将民宿作为推动乡村旅游
的突破口，出台《关于推进乡村特色民
宿发展的实施意见》等 7个政策文件，
投资 5000万元打造民宿旅游环线，建
设金岭坡村等8个总投资9100万元的
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为贫困地区发展
民宿脱贫增收创造有利条件。

组织云台山镇、西村乡2个山区乡
镇大力宣传，扶持贫困群众参与乡村
旅游服务接待，鼓励引导贫困群众参
与民宿经营。

宏毅客栈的主人靳玉川原是云台
山镇一斗水村贫困户，在镇党委的支
持帮助下，利用自己房屋经营6间标准
间，每间80元—100元。目前，家庭人
均纯收入5759元，已于2016年脱贫。

双庙、陪嫁妆、一斗水等村已有29
户 86人通过民宿或家庭宾馆增收或脱

贫，平均每户增收1.5万元。

旅游产品助推脱贫致富

“我现在通过开发根雕艺术品，年
均增收 1.5万元，2016年年底，我已经
脱贫了。”云台山镇一斗水村的李旗山
边忙着雕刻边说，不时有客人进来询
问价格。

2017 年，修武县共接待游客 956
万人次，依托庞大的旅游市场，大力发
展核桃、山楂、柿子、野山药、蜂蜜等旅
游产品的种植、加工、销售，带动贫困
群众增收。

西村乡规划建设了双庙“双峡市
场”、甲板创村“象鼻山”市场、陪嫁妆
村旅游市场等5个旅游市场，带动周边
群众脱贫致富。

其中“双峡市场”设置经营摊位41
个，21个贫困户年均增收10000元，甲
板创村“象鼻山”设置就业岗位 120余
个，预计带动 26户贫困户每年增加收
入 5000余元，陪嫁妆村旅游市场设置
特产摊位19个，14个贫困户年均增收
8000元以上。

特别是位于青龙峡景区的陪嫁妆
村，通过挖掘“高员外招婿青龙陪嫁山
庄”的历史传说，打造“中国爱情第一
村”的旅游 IP，全年游客接待量 10余
万人次，积极引导贫困群众参与旅游
产品经营，带动了19人脱贫增收。

龙头企业引领产业扶贫

产业扶贫是精准脱贫的必由之
路，修武县因地制宜规划带贫产业项

目，充分发挥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
采取产业扶贫资金资本收益模式，让
龙头企业真正成为精准扶贫的主力
军，带领广大贫困户摘贫帽、奔富路，
实现“富民又富企”的双赢发展。

郇封镇政府与企业沟通协商，将
100万元产业扶贫资金通过资本收益
的形式投入云台冰菊基地，企业每年按
投资资金10％给贫困户分红，125户贫
困户每户每年可增加收入800元。

西村乡政府与贫困户、企业签订三
方资金资本收益协议，将272户贫困户
213.3万元的到户增收项目资金以企业
流动资金形式投入西村乡绞胎瓷小镇
项目，每年每户保底收益785元。

修武县结合实际，立足当地丰富
的旅游资源，充分运用“旅游+”理念，
做好旅游扶贫富民文章，带动贫困群
众增收脱贫。2016年以来，修武县已
有663户 2321名贫困人口通过旅游扶
贫实现脱贫，其中山区脱贫户占到
6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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