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体育│152018年7月2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李悦 黄晖 美编 刘竞

校
园
足
球
之
窗

省教育厅校足办协办省教育厅校足办协办

本报讯（记者 李悦）7月 24日，以“绿色
徒步 助力省运”为主题的 2018中国郑港国
际徒步大会在河南省体育局会议中心召开
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本届徒步大会将于 9
月 15日在郑州经开区中心广场和航空港区
园博园鸣枪开走。

中国郑港国际徒步大会是由河南省体育
局、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国家郑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以及郑州市体育局协办。作为
已经举办了四届的户外健身盛会，郑港国际
徒步大会已经是我省大型群众体育的品牌
活动之一，并成了绿城郑州的一张靓丽名
片。

近几年来，随着体育经济进入高速发展
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体育锻炼中
来。根据 2016年的统计，在我国 3.8 亿参加
体育锻炼的人口中，其中有 6000多万参加与
徒步旅游关联的活动。相比徒步探险、野营
等硬性徒步旅游项目，安全系数更高、参与
门槛更低的城市徒步大会已经被越来越多
的徒步爱好者所接受。就拿现在国内最火
的大连国际徒步大会来说，从 2003年至今已
经走过了 15个年头，参与人数也从最开始的
7000人到如今的近 30万人。

相比享誉海内的大连国际徒步大会，郑
港国际徒步大会虽然起步较晚，但每一步都
异常的坚实。记者了解到，这次徒步大会设
置有两条线路，其中 7公里亲子、情侣线路的
起点位于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广场，终
点在蝶湖公园，那里绿化植被率较高，是休
闲健身的好去处。22 公里全民健身徒步线

路在航空港园博园生态片区，充分体现了体
育+旅游的新型业态，提升了郑州航空港区
休闲旅游品牌影响力。

今年的郑港徒步大会恰逢第十三届省运
会召开期间，因此在突出“绿色徒步 助力
省运”主题的同时，也呈现出五大亮点：1.开
展专业徒步团体形象展示评比活动，以展示
各自团队风姿、风采。2.青春靓丽、时尚的模
特方阵融入本届徒步大会。3.残疾人徒步方
阵，让残疾人感受徒步运动带来的快乐和幸
福。4.邀请知名企业家组成企业家方阵，让

他们感受徒步运动的时尚魅力，以及给身心
带来的快乐和幸福。5.邀请奥运冠军、全运
会冠军、十三届省运会冠军领走徒步大会。

据介绍，今年的徒步阵容，不仅有省内
多家专业徒步团体和广大郑州市民，还将有
辽宁本溪与铁岭、河北衡水、山东济宁与梁
山等多个省市徒步团体 3万余人参加本届徒
步大会。赛事组委会还将与世
界徒步协会联合

邀请美国、俄罗斯、荷兰、比利时、巴基斯坦
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徒步爱好者参加。⑥9

图为2017郑港徒步大会盛况。⑥9

本报讯 （记者 李悦）7 月 28日晚的第十四
轮中超联赛，河南建业将迎来保级路上一场关键
的“6 分之战”——客场挑战“副班长”贵州恒
丰。对于目前排名倒数第三的建业来说，这场比
赛的保底目标是至少 1分。毕竟，排名倒数第二
的大连一方现在只落后建业 2分，假如本轮大连
取胜，建业落败的话，那么建业就将直接沦落到
降级区。

正是考虑到了本场比赛的重要性，这两天俱
乐部上上下下都在进行着周密的备战准备。针对
近两轮联赛暴露出不少问题的全华班后防线，建
业主帅张外龙也是对全队的防守进行加班指导，
建业高层也有意提高一下赢球奖，以激励全队的
斗志争取客场拿分。

至于目前排名垫底的贵州恒丰，虽然本轮他
们是主场作战，但在本周三刚刚结束的足协杯比
赛中，他们在客场派出了除外援耶拉维奇、苏亚雷
斯和中卫法图斯之外的绝大部分主力。这场被外
界称为“赌博”式的阵容安排，极大地牵扯了贵州
恒丰的精力，这也让客场作战的建业，有了利用体
能优势做文章的机会。⑥9

7月 25日，副省长戴柏华主持召开全省足球
改革发展联席会议。省委宣传部、省改革办、发展
改革委、教育厅、财政厅、体育局等18个省直单位
参加会议。省教育厅副巡视员张涛出席会议，并
做大会发言。省校足办列席会议。

张涛在发言中回顾了我省校园足球发展概
况，向大会汇报了我省校园足球在省委、省政府
正确领导下，部门积极联动，健全领导体制，理顺
运行机制，构建管理规范，形成管理体系，强调育
人为本，明确发展理念，强化各类培训，提升管理
水平，搭建竞赛平台，完善竞赛体系和畅通优秀
后备人才上升渠道等方面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
并对校园足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行分
析，提出进一步加快发展我省校园足球的思路和
建议。

戴柏华对我省足
球改革发展给予充分
肯定，同时指出，我省
校园足球工作是一个
亮点，对省校足办每
月坚持召开例会、促
进工作落实的做法给
予肯定。

（校足办）

本报讯（记者 黄晖）河南省
第十三届运动会社会组省辖市
省直管县组毽球比赛，7月 24日
在周口市体育中心拉开战幕。
共有来自郑州、洛阳、周口等地
的 18 支代表队 287 名运动员参
加比赛。

本次比赛分进攻组（男子 3
人赛、女子 3 人赛）、平推组（男
子 3人赛、女子 3人赛）和单项赛
（男子单打、女子单打、混合双
打）3 个竞赛项目。比赛采用的
是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毽

球竞赛规则》。3 人赛采用三局
两胜 21 分每球得分制，最高比
分 29 分；单项赛采用三局两胜
15 分每球得分制，最高比分 29
分。

毽球俗称踢毽子，是我国古
老的民间传统健身运动及游戏，
历史悠久，深受群众喜爱。不
过，用于比赛的毽球和普通游戏
用的花毽并不一样，毽球高 13.5
厘米，重 13.5 克，毽垫是弹性材
料，起落平稳，毽毛多为 4 支白
色或彩色鹅羽。⑥11

7月 17日晚，七星彩第 18082
期开奖，当期全国开出的 2注 500
万头奖，分别被河南驻马店和安
阳的两位彩民中得。7 月 24 日，
安阳大奖得主贾先生来到省体彩
中心兑奖，并且分享了他的购彩
经历。

贾先生的中奖彩票是一张 6
元 3注的单式票，其中第 2注号码
正中当期七星彩一等奖。巧合的
是，两位河南中奖者都是小额投
注，最终抱得幸运大奖。

据了解，安阳中奖者贾先生自

己经营生意，平常工作比较忙，闲
暇时喜欢买点彩票，但是每次只投
注二三十元，有时机选有时自选。
说起这次中奖的号码，贾先生不无
自豪地说道：“这组号码比较有意
义，是我儿子的生日号组成，我已
经守了8年了！”

开奖都过去一周了才来领奖，
这位贾先生还真是淡定。他说，当
天买完彩票后，事情多，一直脱不
开身，直到7月 22日又去体彩网点
买七星彩才知道自己中奖了。

（杨惠明）

保级之战

建业加码赢球奖

我省召开全省足球改革
发展联席会议

守号儿子生日中得500万大奖省运会毽球比赛开幕

郑港徒步大会 金秋九月开走

□本报记者 赵振杰

7月 26日，记者从河南省商务厅
了解到，从全省开展电商扶贫工作以
来，特别是今年 5月 19日全省电商扶
贫工作推进会以后，我省基本形成了
以下几项电商扶贫的成功经验。

首先，把压实责任作为第一保
障。不少地方把电商扶贫的任务分解
到县乡村，通过完善工作机制，压实了
工作责任。桐柏县、淮阳县等将电商
扶贫工作列入“一把手工程”，形成了

“政府统一领导，扶贫、商务部门主管
推进，部门、乡镇密切配合，企业积极
参与”四位一体的工作格局。西峡县
将电商扶贫工作纳入全县扶贫工作总
体布局，与 19 个乡镇（街道）签订了
《2018年电子商务扶贫工作目标责任
书》，确保工作落到实处。睢县成立了
以县长为组长、常务副县长为副组长
的电商扶贫工作领导组，组建了农村
电商扶贫工作专班。

其次，把模式创新作为重要途径。
各地在工作中立足本地实际，大胆创新
扶贫方式方法，全省电商扶贫呈现出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博爱县打出
“县长喊你回家做电商”的口号，开展立
体化培训、注重协会引领、丰富特色活
动；光山县立足资源和产业优势，依靠
政府推动、企业带动、部门联动、全民行
动“四轮驱动”加快电商发展；卢氏县形
成“党建＋电商＋扶贫”“电商+旅游+
贫困户”的模式。长葛市通过建立市级
电商扶贫运营中心和村级电商扶贫创
客中心，一站式解决贫困户“缺电商技
术、缺办公场所、缺运营团队”问题，实
现零包袱就业创业。

再次，把带动就业作为增收之
本。在电商扶贫工作中，各地注重引
领带动贫困户参与电商产业链各环
节，实现就业创业增收。新县推进电
商扶贫与产业扶贫深度融合，对年经
营销售额达 300万元以上、网络销售
额达20万元以上、带动贫困户就业50
人以上的电商企业，经评估考核验收
合格后，政府给予企业一次性奖励3万
元。截至目前，全县26家电商企业累
计带动贫困户就业达 2048人。灵宝
市组织电商企业参加该市 2018年脱
贫攻坚专项招聘会，各电商企业为贫困

户提供外贸报关、电商运营、行政专员、
销售、食用菌技工等50余个工作岗位。
温县河南鑫合实业公司电商扶贫产业园
常年为150多名贫困群众提供就业岗
位，2017年为贫困务工人员发放工资
67万元，人均4400多元。

另外，把农特产品上行作为基本
任务。农特产品上行是电商扶贫的基
本任务，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
道。光山县将羽绒、麻鸭等特色农副
产品打包注册“光山十宝”商标，通过
电商平台畅销全国各地。2017年，光
山县羽绒产品网销总额突破 20 亿
元。“电商+羽绒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
了其他产业纷纷“触网”，去年双11期
间，光山县1万多家网店的累计销售额
达1.52亿元。内乡县三只虫虫电商企
业与当地4个乡镇的36家贫困户签订
农副产品购销合同，仅 2017年，就网
销小南瓜3万斤、猕猴桃15万斤、杏3
万斤、黑李20万斤和红薯30多万斤，
带动贫困户增收四成以上。卫辉市在
本地大蒜集中上市期间，组织物流
企业加班加点，确保农产品上行通
道顺畅。

细数我省电商扶贫的成功经验
为切实培养和提升广大青年及

有志之士的创造精神、创新意识和创
业能力，带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7
月 25日，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
南新乡分赛区暨 2018新乡市创新创
业大赛决赛和颁奖典礼在新乡高新
区举行。经过专家评审，河南大爱科
技有限公司的“基于深度学习的常见
重大慢性病风险评估预测系统”“河
南纳宇新材料有限公司的 a-三氢化
铝”从 8个进入决赛的项目中脱颖而
出，获得本次创新创业大赛的优胜
奖。

据悉，本次大赛由新乡市科学技
术局、新乡高新区管委会主办，新乡
高新区科学技术局、新乡高新电子商
务产业园承办，大赛主题为“创新改
变新乡，创业成就梦想”，旨在打造成
为立足新乡、辐射中原，面向全国的
创新创业赛事活动。使大赛更好地
为创新创业汇聚更多优质资源，成为
创新创业者的“比武场”和创投机构
的“选秀台”。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对创新的
需求最迫切、嗅觉最灵敏、转化最直

接，创新已经成为引领企业发展的第
一动力。”新乡高新区管委会党工委
副书记刘培章说，新乡市科学技术
局、高新区管委会联合举办本次大
赛，正是抢抓自创区建设的发展机
遇，释放企业创新创业活力，积极营
造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

中国双创大赛河南新乡分赛区
组委会负责人高伟介绍，此次大赛项
目涵盖了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生物
医药、新材料等六大行业，涌现出 3D
打印、智能机器人、智慧水务等一批
先进技术。这些创新技术、创新企业
将不断提升完善全市创新创业环境，
进而迸发出强大的创新活力，推动全
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虽然今天不是第一名，但是我
觉得收获不一定比第一名少。因为
大赛的最终目的就是发现自己的不
足。”获得优秀奖的新乡市智慧城市
科技有限公司 CEO 刘俊森赛后说，

“通过这个大赛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更
高更远的市场方向，回去以后我们要
对几位评委老师的指导认真消化吸
收，同时找到更多的对标项目和竞争

对手，分析自己的不足。创业本身就
需要一个变化的过程，不断的创新、
不断的改变、不断的调整、不断的学
习、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发展，这才是
创业过程中应该有的一种姿态和热
情。”

河南省科技厅中小企业办副主
任刘云霞说，举办创新创业大赛是省
委、省政府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举措
和抓手。自2009年以来，我省的创新
创业大赛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历程，累
计有超过 5000 个企业和团队参赛，
涌现出了一批像悠悠跑腿、国立光电
等一批优秀的科技中小企业，同时全
省各个地市也都举办了围绕当地产
业特色的一些创新创业活动，为当地
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能和
新的支撑。今天的大赛良好地展现
了新乡的创新创业的成果和风貌，希
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今天能够晋
级到省赛的优秀项目，带着新乡市所
有创新创业者的梦想，能够取得优异
的成绩。

（新乡高新区科学技术局）

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新乡分赛区结果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