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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足球颁奖典礼举行

河南两“草根”俱乐部获奖

本报讯（记者 黄晖）记者 12 月 10
日从省乒乓球网球运动管理中心获悉，
北京时间12月 9日下午，2018年世界青
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在澳大利亚班迪戈结
束了所有项目的争夺，中国队成功包揽
7个项目的冠军，身披国家队战袍的河
南小伙于何一以及河南与解放军共同培
养的女将黄凡真在比赛中表现出色，分
别与队友合作摘得男子团体、女子团体、
女子双打金牌以及混合双打银牌。

本届世青赛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决

赛均在日本队和中国队之间展开。男团
决赛，率先出阵的于何一对战日本选手田
中佑汰，“快热”的日本选手11∶8先胜一
局。第二局开始后，于何一逐渐稳住阵
脚，找到了比赛感觉。在成功遏制住对
手的反扑之后，于何一以 12∶10、11∶3、
11∶8连下三局，为中国队拿下开门红。
随着第二盘、第三盘徐瑛彬和向鹏再胜两
阵，中国男乒3∶0横扫对手夺冠。在女团
决赛中，黄凡真虽苦战 5局之后憾负木
原美优，但她在决胜局连救赛点的顽强

拼搏令人印象深刻。最终，中国女乒
3∶1战胜日本队夺冠。在随后进行的单
项比赛中，于何一与钱天一搭档，夺得混
合双打银牌；黄凡真则与石洵瑶搭档，横
扫日本组合木原美优、相马梦乃，夺得女
子双打冠军。

18岁的于何一采用右手横板弧圈球
结合快攻的打法，河南男子乒乓球队主教
练王超如此评价弟子：“他的特点就是脑
子灵活、技术全面，比赛能力强。”据介绍，
于何一2012年就夺得了河南省青少年乒

乓球锦标赛男单冠军，2016年 3月进入
国家二队之后，当年7月就夺得国际乒联
青少年巡回赛香港站男单冠军。在今年
2月中旬举行的国际乒联捷克青少年公
开赛上，于何一成为青年组男子团体、男
子单打、双打的“三冠王”。

河南乒乓球近年来进步喜人，新人
涌现，好消息频传。于何一的这枚世青
赛男团金牌，也是继2017年世青赛牛冠
凯男团夺冠之后，河南男乒队员连续第
二年获此殊荣。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12 月 9
日，2018中国足协U23联赛结束
了小组赛最后一轮的较量。经
过 90分钟激战，河南建业最终以
2∶1力克辽宁宏远，这场胜利也让
他们如愿地以B组第三名的身份
晋级下一阶段争冠组的比赛。

根据赛制，U23联赛 A、B的
前四名才有资格进行最后冠军的
争夺，而实力更为均衡的B组，直
到最后一轮，还剩五支队伍都有
进军前四的机会。在与辽宁宏运
的比赛中，河南建业在上半场
就占据主动，在比赛进行到第 14
分钟时，杨国元助攻代欲涵形成

单刀，后者轻松将球打进，6分钟
后，建业又由贾胤博头球破门，将
场上比分改写成2∶0，辽宁宏运虽
然在上半场结束前扳回一球，但
最终还是建业以 2∶1 笑到了最
后。本场比赛获胜后，建业与江
苏苏宁积分相同，只是因为净胜
球的劣势屈居小组第三。

最终，A 组的前四名分别是
山东鲁能、上海申花、上海上港和
大连一方，而 B 组的前四名分别
是长春亚泰、江苏苏宁、河南建业
和广州恒大。争冠组的比赛将于
12月 20日在武汉开战，河南建业
首站的对手是上海申花。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学习击剑
让我的身体更强壮了，反应快了，也
更灵活了，我还学会了根据不同的
对手想出不同的比赛方法……”12
月 9 日，一名来自深圳的小选手面
对记者侃侃而谈。2018“万国体育
杯”全国青少年俱乐部击剑冠军赛
中原站的比赛，当天在郑州万国体
育国际击剑运动中心落幕。

本次比赛由全国体育运动学校

联合会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分会和万
国体育共同主办，共设置了六个年
龄组别的男、女重剑、花剑及佩剑个
人赛，比赛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香港、西安、武汉、成都
等近二十个城市的三百余名选手参
赛。

击剑运动被誉为“格斗中的芭
蕾”，长时间练习击剑不仅能很好地
提升体适能，增强参与者的灵敏协调

性，还能提升意志力、抗挫折能力，培
养参与者勇于挑战，不怕困难的精
神。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家长
也愿意把孩子送进击剑运动的殿
堂。河南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健康、阳光、高雅的击剑运动如今在中
国广受欢迎，希望主办方能为河南、为
郑州市培养更多优秀的击剑人才，同
时举办更多优质的体育赛事，为河南
体育的蓬勃发展作出贡献。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40年前，
联合国把12月 9日定为世界足球
日，用以纪念这项运动给人们带
来的快乐，鼓励更多的人参与足
球运动。今年的 12月 9日，人民
足球嘉年华颁奖典礼在湖南长沙
举办，表彰在草根足球和社会足
球层面为推动中国足球发展而默
默耕耘的个人和团体。在这次颁
奖典礼上，河南领航足球俱乐部
和济源恒大阳光青少年俱乐部，
分别收获了优秀草根俱乐部和优
秀青训俱乐部，也是我省仅有的
两家获得奖项的俱乐部。

由中国足协和人民网等单位
主办的 2018 人民足球评选是首
次推出的以业余足球为对象的奖
项，由网络投票、专家投票、媒体

投票等综合评选产生最后的结
果。此项评选对聚合各类社会资
源，规范草根足球赛事，助推社会
足球蓬勃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在人民足球评选所设立的优
秀会员协会、优秀草根足球赛
事、优秀草根职工赛事、优秀草
根农民赛事、优秀草根县区/基层
单位、优秀娃娃足球机构、优秀
草根培训机构、优秀草根俱乐
部、个人贡献奖及优秀社会责任
奖等 10个奖项中，河南领航足球
俱乐部和济源恒大阳光青少年
俱乐部所获得的优秀草根俱乐
部和优秀青训俱乐部，都是分量
较重的奖项，这也是中国足协对
近几年河南业余足球蓬勃发展
的一种肯定。⑥9

12月 8日下午，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郑州东区分中心在郑州市煕地港购物中心
内，举行了“燃烧我的卡路里”推广活动暨体
彩大乐透幸运网点授牌仪式。

11月 28日和 12月 1日，体彩超级大乐透
第 18140 期和 18141 期全国共开出头奖 11
注，其中有两位郑州购彩者分别中得第 18140
期 1000万元和第 18141期 832万元大奖。活
动现场，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郑州东区
分中心为幸运网点颁发奖牌，并与现场的朋
友分享了这一喜事。

进入 12月，天气转冷，好多人进入“猫冬”
模式，为了倡导全民健身理念，动员更多的人
加入全民健身的行列，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郑州东区分中心联合媒体选出了十名“健身
万步达人”。

本次活动的另一大亮点是，现场代售爱心
虎头鞋，为新郑身残志坚的“虎头鞋妈妈”王
淑玲奉献爱心。据了解，王淑玲本人因故身
体高位截瘫，生活不能自理，但是她仍旧凭借
自己的一双巧手，卧床制作虎头鞋维持一家
生计。体彩郑东分中心这次又为她进行了爱
心义卖。这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母亲感
动了在场的许多人，大家纷纷购买爱心虎头
鞋，让爱心继续传递。 （王文 张二国）

寒冬里，
体彩为媒传递爱心

河南小将闪亮乒乓球世青赛

三百小剑客郑州“亮剑”

U23联赛小组阶段落幕

河南建业如愿晋级争冠组

小选手们在比赛中展现了极强的击剑天赋。本报通讯员 雷乃益 摄

人民足球评选对聚合各类社会资源，规范草根足球赛事，助推社会
足球蓬勃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本报通讯员 雷乃益 摄

今年以来，驻安阳市中级法院纪
检监察组建立“教育引导、监督检查、
通报问责、分析研判”4项机制，着力
推进以案促改工作制度化常态化。
一是注重教育引导。先后两次召开
全市法院干警大会，通报全市有关部
门 23起反面典型案例；组织中层以
上干部及员额法官百余人赴内黄监
狱听服刑人员现场忏悔；安排法官旁
听职务犯罪案件庭审，让干警从反面
案例中汲取教训、涤荡心灵，并运用
信息手段建设“正能引导以案促改宣
教平台”，切实做到警钟长鸣。二是
强化监督检查。结合重大节日反腐、
司法作风教育整顿以及基本解决执

行难攻坚战等重点工作，针对队伍中
存在的作风不严谨、态度不端正、效
率低下等问题，开展明察暗访 6次，
查纠各类问题 118 个。三是严肃通
报问责。针对发现问题下发通报 5
期，在对直接责任人员进行追责的同
时，对相关负责人进行问责，共约谈
提醒 46人，责令书面检查 51人。四
是定期分析研判。畅通监督举报渠
道，及时受理群众信访举报线索，深
入研判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深
层次原因，针对庭审不规范、执行不
到位等问题，下发监察建议书 7份，
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5起，提出改进措
施4项。 （郝豫华）

驻安阳市中级法院纪检监察组

持续推进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

河南省驻马店市ZMDSF-2018-15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驻国土告字［2018］56号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以拍
卖方式出让 ZMDSF-2018-15 号宗
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及
相关要求详见《拍卖出让文件》；宗地
出让面积以实际勘测定界报告为准：
（见右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
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在驻马店市中心城区内，有欠缴
土地出让金等行为的用地单位和个人
不得参与宗地竞买活动。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
让在互联网上交易，即通过驻马店市
地产交易中心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登
录方式详见出让须知）。凡在驻马店

市地产交易中心办理数字证书，按要
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取得该宗地
《竞买保证金到账确认书》的申请人，
均可参加网上拍卖出让活动。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拍卖出让按照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
价的原则确定为竞得入选人。

四、本次网上拍卖出让的详细资
料和具体要求，详见《网上拍卖出让文
件》，申请人可于2018年 12月 11日至
2019年 1月 3日前登录驻马店市地产
交易中心网上交易系统，浏览或下载
《网上拍卖出让文件》，并按上述文件
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网上竞买。

本次网上拍卖出让竞买保证金到
账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3 日 17 时
（竞买保证金须按网上交易系统生成的
保证金账号交纳）。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9年 1月 3日 17时。拍卖限时竞价

时间定于：2019年1月4日9时30分。
五、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网上拍卖有关时间及其他事

项如有变动，以网上交易系统发布的
通知为准。

（二）拍卖出让活动结束后 3个工
作日内，竞得入选人需提交网上竞得
入选人证明和出让文件要求的相关资
料进行资格审查。经审查无误后将竞
得入选人确定为竞得人并签订成交确
认书。不符合要求的，竞得结果无效，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六、联系方式：
出让人联系人：杨先生
电话：0396-2600215
承办方联系人：郭女士
电话：0396-2609220
数字证书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15939608930

驻马店市国土资源局
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 12月 11日

宗地

编号

ZMDS

F-201

8-15号

备注：其他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规函[2018]221号执行。

宗地位置

泰山路与金顶

山路交叉口东

南角

用地面积

（m2）

70983.46

用地

性质

住宅

用地

出让

年限

（年）

70

容积率

1.0-2.5

建筑

密度

(%)

≤22

建筑

限高

(米)

80

绿 地 率

(%)

≥36

出让起

始 价

（万元/

亩）

360

竞价增幅

（万元 /亩）

2

竞 买 保

证金

（万元）

20728

有意竞买者请登录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查询
（网址：http://www.hngtjy.cn/）或来电咨询，咨询电话：
0371-22778532，联系人：张女士。

兰考县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公告

宗地编号

GTZ201
8-38号

GTZ201
8-39号

土地位置

济阳大道东侧

济阳大道东侧

面积

70.18亩

107.76亩

土地
用途

住宅

住宅

容积率

1.2≤容积
率≤2.0

1.2≤容积
率≤2.0

建筑
密度

≤
25%

≤
25%

绿地
率

≥
30%

≥
30%

出让
年限

70年

70年

有无
底价

有底价

有底价

起始价
（万元）

5700

8800

保证金
（万元）

5700

8800

报名截止日期

2019年 1月 8日

2019年 1月 8日

一、挂牌宗地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经兰考县人民政府批准，兰考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2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二
、挂
牌
宗
地
位
置
图

三、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