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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悦 通讯员 薛明瑞）
2018年 12月 30日晚，中国武术散打俱乐
部超级联赛总决赛在上海落下帷幕，由登
封塔沟武校为主体的河南散打队最终凭
借出众的实力问鼎年度团体总冠军，而队
员孔洪星、柳文龙和王少华还分别获得了
年度单项总冠军。

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
和中国武术协会联合主办的中国武术散
打俱乐部超级联赛，是以俱乐部为参赛单
位的团体散打官方赛事，共有北京、上海、
广州、河南、山东和武警六支代表队参加，
只有在近两年全国锦标赛、冠军赛中获得
前八名的运动员才有资格报名。比赛设
男子 60公斤级、65公斤级、70公斤级、75

公斤级、80公斤级、85公斤级和 90公斤
级 7 个级别，通过揭幕战、循环赛、半决
赛、总决赛的模式，选手一路过关才能争
夺最终的年度总冠军。

从去年5月 12日的揭幕战开始，河南
的七名参赛选手经过了 7个月的 10余场
残酷淘汰赛，最终有四人入围半决赛，三
人挺进总决赛。在最终决战里，65公斤级
的孔洪星、75公斤级的柳文龙以及 85公
斤级的王少华都展现出了绝对的实力，三
人毫无悬念地将各自级别的年度总冠军
收入囊中。在所有单项比赛结束后，根据
规则，获得个人冠军最多的河南散打队捧
起了团体冠军之鼎，成为本次总决赛的最
大赢家。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河南是围棋大
省，参与群体多，取得成就多，但从近十几
年的发展来看，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和不足，
特点是拔尖人才少、后备力量弱。这次换
届，给我们提供了一次重整行装再出发的
历史机遇……”2018年12月29日，省体育
局副局长杨中军在省围棋协会第二届会员
代表大会上表示。在当天的换届选举中，
业余五段棋手、郑大一附院博士生导师马
望当选为新一届省围棋协会理事长。

正如杨中军所言，河南围棋历史辉煌，
拥有刘小光、汪见虹、丰芸、王冠军、周鹤洋、
时越等一大串响当当的名字，但进入新世

纪，河南围棋的发展不尽如人意，虽于2016
年一度冲甲，可惜终究未能站稳脚跟。在目
前的全国围乙联赛中，河南围棋队以“保级”

“维持”为主，这样的现状，棋迷难免着急。
新当选的围棋协会理事长马望表示，

竞技围棋特别是高端竞技围棋，在整个围
棋发展中起着旗帜和主导作用。在河南，
如果没有优秀棋手勇于拼搏、为省争光、
为国争光，整个项目就没有号召力、吸引
力和凝聚力。协会要在加强训练，提高备
战与指导水平上下功夫，保护、调动教练
员和运动员的积极性，争取早日重返围甲
联赛，并在围甲联赛站稳脚跟。⑥11

去年 12月 27日，2018年中国足球协
会青少年足球竞赛工作会议暨全国青少
年超级联赛年度颁奖典礼在武汉举行。
在 2018年的各项评选中，各个组别奖项
分别颁出，河南实验中学获得“恒大杯”
U17联赛体育道德风尚奖，这也是河南省
获得的唯一奖项。

2018 年全国青少年足球超级联赛
由中国足球协会联合教育部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主
办。联赛共设 U13、U14、U15、U17 和
U19 五个组别，于去年 3 月 31 日开赛至

11 月 10 日结束，参赛队伍达到 259 支，
比赛场数共计 2213场。 （校足办）

中国武术散打超级联赛总决赛

河南问鼎年度总冠军

河南围棋再立“冲甲”之志

全国青少年足球超级联赛颁奖揭晓

河南实验中学榜上有名

第17届亚洲杯足球赛即将在阿
联酋打响。对于告别了世界杯的球
迷们来说，亚洲杯的开打又为他们
提供了可竞猜的重量级赛事，也给
了中国体育彩票一个与亿万球迷互
动互联的机会，除了竞彩开售 51场
亚洲杯比赛和冠军竞猜、冠亚军竞
猜外，还有多种方式参与互动，让亚
洲杯离你更近。

1 月 5 日—2 月 1 日，中国竞彩
微信号将开展“亚洲杯，势不‘两

立’”答题抽奖活动。届时，所有参
与者都将与其他40多位用户同台竞
技，畅享答题乐趣。本次活动抽奖
次数多,奖品十分丰厚。活动期间，
参与者通过答题获得抽奖次数，每
人每天有三次答题机会；连续签到
的用户每天还将额外获得最多三次
抽奖机会；抽奖也有机会获得抽奖
次数。除 iPhoneXS Max 手机以
外，还有捷波朗蓝牙耳机、阿迪达斯
卫衣、双肩背包、美的温控热水瓶、

京东E卡等丰富的奖品。
亚洲杯期间体彩顶呱刮也将推

出精彩活动，自1月3日至2月 1日，
顶呱刮新春购彩季将推出“燃烧你
的亚洲杯”活动。活动期间，购买竞
彩足球游戏，用微信“扫一扫”扫描
竞彩票面上的活动二维码并参与线
上活动，就有机会获得 2—600元即
开票代金券一张（可兑换生肖及体
育主题即开票）。请注意，个别省市
不参与此次活动，活动详情请咨询

当地体彩销售网点。
在亚洲足球的巅峰舞台上，每

一支球队都将全倾全力；在公益的
舞台上，中国体育彩票正等着与您
一起书写历史。 （彩文）

□本报记者 黄晖
本报通讯员 闫书鹏

2018年的最后几天，寒潮来袭，
全省多地降雪、气温陡降，数九严冬
之中，由多场大型体育赛事活动在
元旦期间组成的一波“运动跨年
潮”，与电视屏幕上的众多跨年晚会
相映成趣，为中原大地增添了一把
全民健身的火热气氛。

随着全民健身活动的蓬勃开
展，在国内许多城市堪称传统项目
的迎新长跑，已经不再是元旦期间
群众体育的唯一主角，广场舞、汽车
绕桩赛等新兴项目，也在“运动跨年
潮”中群芳争艳。

元旦假期的第一天，2018年 12
月 30日，第三届河南省全民广场舞
大赛总决赛在汝州市体育馆举行，
从预赛中脱颖而出的 35 支队伍、
650余名选手翩翩起舞，用一幕幕精
彩的演出，与全场近千名观众一起
辞旧迎新。作为我省倾力打造的全
民健身赛事品牌，由河南省体育局
主办，河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承
办的全民广场舞大赛在短短两年多
时间里聚起了超高的人气，从第二
届开始，报名参赛队伍就覆盖了全
省 18 个省辖市及 10 个省直管县，
187支队伍、万余名队员、64万预赛
总投票数，令人惊叹广场舞在河南
的强大影响力。

2018 年 12 月 31 日，河南省全
民汽车绕桩赛年度总决赛在省体育
中心南广场发车。大众男、女组以
及专业组三个组别的54组车手在发

动机的轰鸣、急刹车的尖叫以及阵
阵“烧胎”的气味中，为观众和车迷
献上了一场精彩的赛车表演。汽车
绕桩赛不需要专业赛车和驾照，极
易普及且颇具趣味性和娱乐性，所
以全民汽车绕桩赛与全民广场舞大
赛一样，是省社体中心推出的“全民
系”赛事之一，重在倡导更多的人参
与，同时提升参与人群的安全驾驶
知识和水平。

隆冬时节里连场的赛事活动，
让一众体育记者感慨不已。“往年一
进入 11 月，各种赛事基本就‘歇
了’，再忙起来得等到开春了，看现

在这全年无休的阵势，全民健身真
是火了。”一位资深体育记者现场感
叹。的确如此，近年如火如荼的全
民健身，不仅满足了健身人群的需
求，也改变了以往体育赛事除长跑、
冬泳等少数项目外的“猫冬”传统。
据统计，2018 年，仅河南省社体中
心就组织开展了 69项赛事、161次
比赛，赛期覆盖全年，直接参与人数
13.4万，带动数十万人参与其中，其
中台球、马术、轮滑球等项目都是首
次进入省社体中心组织的全民健身
赛事。项目丰富、参与人群广、全年
无空档，正在成为全民健身赛事的

“新常态”。
广场舞、汽车绕桩赛等新兴项

目闪亮跨年的同时，登山、长跑等传
统项目同样热力不减。2019年 1月
1日，“中国体育彩票”2019 年全国
新年登高健身大会在河南的云台
山、鸡公山两处会场同时启幕，6000
多名登山者健步登高，迎接新年。
与此同时，元旦当天，郑州、洛阳等
地的数万市民，也用长跑的方式为
新的一年开了个健康的好头。

跑过 2018年的河南全民健身，
2019年仍将继续奔跑，为健康中原
追梦前行。⑥11

“体彩+亚洲杯”等你来出彩

运动跨年，全民健身不“猫冬”

云台山下，等待登高迎新的人们。本报通讯员 雷乃益 摄

10 年来，新东人按照五大发展
理念的要求，用好、用活全市“大东区”
核心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及郑
新融合等优势资源，狠抓光电信息、先
进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三大主导产
业；着力抓项目、优产业、强弱项、固基
础、增颜值，将新东区打造成为创新创
业的新平台，开放共享的新高地，成为
新乡东部一颗闪亮、耀眼的明珠。

围绕高质量发展精准发力，
全面提升产业水平

10年来，新东区始终把创新作为
提质转型的总抓手，借助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东风，按照新乡市委、市政府
的要求，着力做强三产，做大二产，产
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层次不断提升，
实现了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重
点突破到带动全局的重大转变，逐步
形成了以二产为龙头，以三产为支撑
的协同融合发展之势。

截至 2017 年，规模以上企业由
20 家发展至 51 家，同比增长 155%；
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由 36.98
亿 元 增 长 至 8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5.26%；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由
2.45 亿元增长至 8.6 亿元，同比增长
251.02%，税收收入由 5493万元增长
至 4.98 亿元，同比增长 806.61%。呈
现出蓬勃发展的好态势。

新东产业集聚区常务副主任王根
柱说：“新东区产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
方向准、目标明、方法精，突出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突出集聚，在链式发
展上做文章；二是突出高端，在品质提
升上下功夫。”

在链式发展上，紧紧围绕三大主
导产业，先后引进了一大批全省乃至
全国都有较强影响力的行业领军企
业。芯睿电子作为河南唯一一家芯片
生产企业，2018年经国家发改委、工
信部、财政部、海关总署认定为小于
0.5μm线集成电路生产企业，企业目

前拥有已授权专利27项，项目技术水
平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填补了国内空
白，关键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 ；园区北方车辆仪表公司拥有国
家、省科技成果、科学技术进步奖、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数十项，并建有河南
省车辆综合信息监控系统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在特种车辆综合
光电显控及管理系统的开发、设计、生
产和服务领域处于领先优势；3D打印
检测中心由红旗区政府联合新乡学院
与西北工业大学三方共建，总投资3.5
亿元，建成后将作为华北唯一一家服
务于全国3D打印企业、航空航天工程
及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像这些龙头企业一样，新东区入驻
的企业基本上完成了由传统制造向智
能制造的转变，为实现由“新东制造”向

“新东创造”转变提供了强大动力。
在品质提升上，新东区着力培育

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目标,大力发展现
代服务业，借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以河南科技学院、新乡学院、河南工学
院等几所高校为依托，充分发挥“红旗
双创联盟”作用，成功打造了863科技
产业园、新乡跨境贸易产业园、人力资
源产业园等几大平台，高品质打造了
新乡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新高地。

截至目前，863 科技产业园已入
驻企业和创业团队 130余家，孵化出
园企业 10余家，获得 7项省部级以上
荣誉认定；跨境电商产业园，已获批河
南省首批跨境电商示范园区、新乡市
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签约省内出口企
业 120 余家，交易额达到 8亿元人民
币，实现利税 0.8 亿美元，带动就业
1000余人；人力资源产业园及总部经
济产业园，自 2017 年 9月开园以来，
共引进人力资源相关企业94家，营业
额突破 8.6亿元，贡献税收 0.52亿元，
顺利达成阶段目标。

2018年 2月新乡大东区战略规划
尘埃落定，作为核心承载区的新东区

迎来了新乡市商务中心区的建设重
任，截至目前，已同河北荣盛集团开展
深度合作，初步勾画出一幅城中有园
区、园中有产业、产城相融互动新图景。

围绕创新发展增强动力，全
面提升发展速度

2016年 4月，新东区成为郑洛新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一区四园”之
一，他们严格按照“创新是第一动力，人
才是第一资源”的要求，着力在科技创
新、机制创新、服务创新等方面下功夫。

借助自创区建设，在科技创新和
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实现了产业的两
个转型：即光电信息产业由原来的基
础光学元器件加工向智能终端、光电
子设备制造转型；传统制造业向智能
制造（3D打印）转型。

2018 年，新东区发展进入快车
道，打破了多个纪录，实现了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增长数量历年“最快”、新乡
市重大科技项目获批为历年“最多”、
科技人才团队引进层次为历年“最
高”、科技政策资金支持力度为历年

“最大”的良好成绩。
他们还培育了一批创新引领型企

业。通过抓大、培高、扶小，重点培育
北方仪表、胜华电缆等 2家申报创新
龙头企业，先后完成欧洲农业物理(新
乡)研究院、万磁软件、百合光电等 21
家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备案评级
申报；培育了一批创新引领型人才（团
队）。接洽了李亚团队，华东科技大教
授、长江学者陈学东团队，哈尔滨工业
大学谭九彬院士等 3个高层次人才团
队。完成了欧洲农业物理(新乡）研究
院、芯睿电子 2家企业中原科技创新
领军人才的申报。培育了一批创新引
领型平台。“欧洲农业物理（新乡）研究
院院士工作站”获批河南省第一批院
士工作站。芯睿电子申报国家级重点
实验室，百合、胜华等3家企业申报市
级重点实验室，晨风绿能、巴山航空、

首弘智能等 5家企业申报市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培育了一批创新引领型
机构。百合光电和欧洲农业物理（新
乡）研究院获批河南省第三批新型研
发机构。

围绕生态发展优化环境
全面提升园区颜值

近年来，新东区充分借鉴雄安建
设“未来之城”规划理念，学习苏州工
业园区绿色发展先进经验，坚持高起
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管理，将
新东区打造成为功能布局合理、配套
设施完善、产业现代高端、生态优美、
宜居宜业的品质新城，成为连接新乡
市主城区与国家经开区的颜值新高
地。

一是道路成网。 截至目前，已累
计完成投资约 6亿元，修建了新东大
道、平原路、化工路等15条道路，目前
持续推进新正街、新智街等街道建设
进程，尽快实现路网内联外延，快速形
成环形路网；加快科隆大道东延、新东
大道南扩、向阳路东延，实现新东区与
主城区、经开区、高新区、平原新区的
互通互联，“两纵五横”路网格局加速
成型。

二是完善配套。近年来，配合园
区建设添羽加翼，拓宽园区载体功能，
目前实现了自来水和燃气管道配套工
程全覆盖，并修建了雨水泵站、污水泵
站并与小店镇污水处理厂对接，另外
修 建 了 110kV 的 变 电 站 ，尤 其 在
2018年，重点解决了双回路供电和区
域供热问题，逐步将新东区打造成宜
居、宜业、宜商的现代化新城区。

三是美化环境 。按照“生态、精
致、充满人文关怀”的园区建设定位，
围绕“林荫、多彩、花园”建设理念，全
面实施 863产业园等景观项目建设，
提高园林景观品质与内涵，截至目前，
已绿化裸露地面20余万平方米；共计
安装路灯1309盏；清理道路干线绿化

带杂草67万余平方米；新制宣传围挡
超5000余平方米，因地制宜打造园区
特色景观，让园区企业各层次人才享
受“森”呼吸。

四是产城融合。通过近年来的发
展，按照“大东区核心区、起步区”的功
能定位，新东区产城互动、产城融合步
伐逐步加快，综合承载能力显著提
升。相继落户了“诚城·三英里”和“建
业·联盟新城”，打造集别墅、花园洋
房、品质高层、风情商业街为一体的

“人文生态小镇”；并在区北部重点推
进市商务中心区建设，相继与中铁、中
建、恒大、红星美凯龙等企业进行了沟
通对接，还在商务中心区周边区域，规
划实施了学校、医院等公共配套设施，
目前河师大附中双语国际学校已招
生，红旗人民医院主体封顶，康复养老
医院即将建设，新东区城市功能日趋
完善。

百舸争流千帆竞 敢立潮头唱大
风。十年奋进，十年发展，新东区已经
站到更高的发展起点，随着新乡城市
规模的扩大和经济建设重心的东移，
新东区将成为新乡市最闪亮的经济
组团，随着引进项目的进一步达产，
新东区必将创造更加辉煌、更加灿烂
的明天。

新日东升 扬帆起航
——新东产业集聚区十年之路

●集聚区名片

新东区位于新乡市区东部，东
临国家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南临
新乡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是郑洛
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新乡市
大东区战略重要组成部分,区内京
港澳高速、京深高铁、郑济高铁等
多条交通枢纽干线穿境而过，区
位、交通优势明显。

截至目前，新东区历经十载，实
际发展面积已达到 17.74 平方公
里，已从最初的零散布局的村庄田
地，发展成为“一区三园”（市商务中
心区、光电信息产业园、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园、现代服务业产业园）融合
发展的新城区，入驻企业178家，共
实施重点项目72项，累计完成投资
134.9亿元，形成了光电信息、智能
装备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三大主导产
业；基础设施覆盖面积达9平方公
里，基本实现“七通一平”。

□本报记者 李保平
本报通讯员 张利明

新东集聚区管委会办公场所

跨境电商产业园

时尚现代的科技园区

新东区入驻项目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