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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我
们的身边，自强不息的励志故事总在上
演。在体彩大家庭里也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面对挫折和逆境从不怨天尤人，而
是保持着乐观积极的心态，用实际行动
诠释着自强不息！

51岁的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市民黄
姓利经营体彩店已有 17年，从小患有
侏儒症的他，身高仅有1米。

“为什么命运如此不公？我曾经以
泪为伴，沮丧过，抱怨过，但最终用好好
生活下去的信念战胜了懦弱，感谢中国
体育彩票给予我生活的希望！”黄姓利
自从做了体彩代销者，结交了很多好朋
友，“站内的条幅、号码图都是大家帮助
挂起来的，不管他们买不买彩票，只要
有空就会帮我写走势图，打扫卫生，经
营体彩让我的生活越来越快乐。”

每天早上不到 7点，黄姓利就来到
投注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核对彩票，
如果有中奖，他都会标注好，等购彩者
来兑奖。

黄姓利说：“这些年虽然辛苦，但生
活过得充实，靠双手劳动心里踏实！”

今年是中国体育彩票全国统一发行
25周年，国家体彩中心发起了“爱国情，
奋斗者——体彩追梦人”活动，寻找 25
名“体彩追梦人”。目前，共有 136位优
秀体彩人入围。为自强点赞，为公益喝
彩。您可以登录中国体彩网（http：//
www.lottery.gov.cn/dreams_vote/
index.html），为您心目中的“体彩追梦
人”投票。追梦路上，公益体彩期待您
的参与。 （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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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悦）依靠伊沃的
精准长传，以及奥汉德扎的机敏挑射，
河南建业在 6月 16 日晚的中超第十
三轮联赛里，客场 1∶1逼平了天津天
海。目前，积14分的建业在中超积分
榜上位列第10名。

受球员伤病的影响，在第九轮客
场战胜河北华夏的比赛后，建业的核
心伊沃就缺席了多场联赛，好不容易
等到伊沃伤愈复出，巴索戈又因为非
洲杯的赛事离开了球队。在只能双外
援出战的不利情况下，加上与武汉队
的那轮补赛，建业队的不胜纪录已经
延续到了5场。不过，仔细分析一下建
业的成绩，这样的结果其实已经殊为
不易。近5场比赛，建业在主场输掉的
两个对手分别是去年的冠亚军，而3个
客场又都是和直接保级对手交锋，虽
然没能最终取胜，但在缺少一名外援
的情况下，能客场在“6分大战”中和对
方战平，已经是个不错的结果了。

由于巴索戈短期内无法回归，建
业双外援的情况至少还要持续两
轮，在这期间，建业队首先要在主场迎
来又一个保级对手深圳佳兆业，随后
客场挑战广州富力。在客观条件无法
改善的情况下，建业所能做的也只有
咬牙硬扛，争取在半程联赛结束前，保
住目前的联赛排名。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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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晖

陪伴郑州市民三十多年的郑州
市体育场、郑州市体育馆，将在这个
夏天迎来华丽“变身”——记者 6 月
17日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承办第十一
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
竞赛和表演项目比赛场馆的升级改
造工作，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位于郑州市中心人民路的郑州
市体育馆和体育场，建成投用于上世
纪八十年代中期，不仅是郑州市各类
体育竞赛活动和其他大型活动的主

要场所，也是市民健身的好去处，如
今历经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建筑及
设施老旧在所难免。本次提升改造
主要是对体育馆的主体建筑、体育场
主体看台的外立面和房间楼地面、内
墙、顶棚等维修加固改造，围墙栏杆、
塑胶跑道、足球场地和道路广场等重
新整修，消防、电气、排水及照明系统
等优化提升，目前雨污水、给水基本
上已经完成，场内的看台拆除已经完
成，整体加固也已经完成，体育馆一
楼正在按照裁判和比赛的要求进行
分割，对房间功能进行重新的划分。

“全国民族运动会来到郑州市体
育场和郑州市体育馆，我们的场馆面貌
将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座椅翻新、增加
照明、搭建设备等不仅是为了在9月份
给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员们提供一个
舒适的比赛环境，也是为了给郑州市民
提供一个更加舒适的健身、休闲场所。”
提升改造工程现场负责人介绍。

本届全国民族运动会，郑州大学
将承担花炮、民族式摔跤、押加三个
竞赛项目的比赛。目前郑州大学的
场馆改造工作也在紧张有序进行，6
月底前，所有改造项目都将全部完

成，届时，郑州大学校本部的体育设
施硬件条件将达到一流校园体育场
馆的标准。除了场馆外观和使用功
能外，本次郑州大学场馆改造升级的
另一个重点就是对场馆电气火灾监
控报警系统、防火门监控系统、电源
监控、消防消火栓系统、喷淋系统以
及智能应急疏散、安全出口指示等进
行全面升级改造。通过承办本届民
族运动会的比赛，郑州大学的体育设
施将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为今后承
办大型体育赛事提供了良好的硬件
基础。⑥11

全国民族运动会场馆升级改造紧张进行

郑州体育馆盛会换新颜

本报讯（记者 李悦）6 月 15 日
晚，亚洲国际体育传媒公司ONE冠
军赛在上海宝山体育馆落幕。最
终，参加本次比赛的中国五员虎将
张成龙、韩子豪、陈磊、樊荣、牛康康
全部赢得胜利，其中，张成龙和韩子
豪这两位河南格斗双子星更是在比
赛中同时上演了KO秀。

今年2月，韩子豪登上了与泰国

著名拳王盖洋哈道争夺泰拳雏量级
世界冠军的擂台，然而踌躇满志的
他最终惜败。近几个月，韩子豪一
直在寻找自己的不足和总结经验，
打算重新开始争冠之路，此役他的
对手是苏格兰选手安德鲁·米勒，是
该级别的英国本土冠军。

首回合比赛，米勒相对更加主
动，韩子豪频频低扫腿试探对手，在

首回合行将结束阶段，韩子豪险些
击倒对手。次回合，韩子豪使用隐
蔽的前手拳将对手击倒。米勒起身
后情绪有所失控，这让他的防守存
在过多漏洞，韩子豪则抓准时机以
组合重拳直接KO对手，向着冠军金
腰带又近了一步。

好兄弟的精彩表现也激励了接
下来出场的张成龙，作为中国站立
格斗运动年轻的领军人物，张成龙
在主赛阶段的倒数第三场登场，身
为泰拳前 TopKing冠军，张成龙在
21 岁时就获得了站立排名的前十
位。他当晚的对手是膝法非常犀利
的两届西澳大利亚冠军泰勒·哈德
卡斯尔，在 ONE 冠军赛积分榜上，
泰勒目前收获了24胜。

这是一场闪电战，张成龙在第
一局就完美抓住出拳时机，组合拳
准确击中泰勒的下巴，仅耗时 1 分
54秒就轻松KO对手获得胜利。

当晚的头条主赛是泰拳最强两
位美少女之争，经过五回合的激战，
ONE 冠军赛泰拳与踢拳的原子量
级双栖冠军斯坦普·菲尔泰斯成功
击败WBC与 IPCC冠军澳大利亚姑
娘朱妮可，捍卫了自己在该级别上
的霸主地位。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 通讯员 祝婕）
如果说华尔兹、探戈之类的国标舞比赛
是优雅的对决，那么源于街头的街舞赛
事绝对有“比武”的“火药味”，置身于 6
月 16日的河南省体育馆，就犹如闯进
了一场街舞舞者的“斗舞大会”——当
天，由省社体中心主办，省体育舞蹈运
动协会承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
街舞项目河南省集训队选拔赛在河南
省体育馆举行，来自全省各地 23支代
表队的 322 名青少年街舞爱好者参加
了比赛。

二青会体育舞蹈大项分为街舞和
体育舞蹈两部分，这也是街舞首次进入
全国青年运动会。当天的比赛设有街
舞（霹雳舞）一个大项，按 17—19 岁、
14—16岁、11—13岁分为甲、乙、丙三
个组别，其中甲、乙组为二青会选拔组，
丙组为后备人才发掘培养组。比赛采
用一对一对战淘汰赛赛制，各组别前四
名进入二青会河南街舞集训队。经过
培训、提高，两个选拔组最终将各选出2
名选手代表我省参加全国二青会街舞
项目的比赛。

省体育舞蹈运动协会主席赵璐

表示，街舞在我省有着广泛的群众基
础，本次选拔赛是我省首次举办街舞
项目的选拔赛，以“起点”为主题，寓
意踏上起点，开启进一步普及发展的
新征程。⑥11

现状艰难

建业必须咬牙挺住

斗个舞，看谁能去二青会

ONE冠军赛势不可挡

河南双子星共同上演KO秀

张成龙（左）KO对手取得速胜。⑥9 本报记者 李悦 摄

街舞斗舞火爆热烈。⑥11
本报记者 黄晖 摄

听体彩人的自强故事

一米阳光让快乐安放

城市基层治理的重点在基层，
管城回族区进一步夯实基层治理
工作“基石”，不断推动工作重心向
基层倾斜，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
投，建立健全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
工作机制，组织在职党员主动认领
服务项目，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推
动人员向社区下沉、力量向基层聚
合。全区 1500 名机关在职党员、
5200名社区自管党员到社区认领
服务岗位 7000 余个，提供个性化
服务 10 万余人次，共产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得到充分体现。

开 展 组 工 干 部 联 系 街 道 社
区、联系党员群众，促进自身素能
提升、促进基层党建提升的“双联
双促”主题党建实践活动，发挥组
工干部党建宣讲员、调研员、观察
员作用。目前共形成党建调研报
告 20 篇，编列党建项目 38 个，为
区委党建部署决策提供了重要依
据。

同时，管城回族区把基层经历
作为选拔干部的必要条件，激励党
员干部朝下走。投身大气污染防
治、城市精细化管理等重点工作
中，使干部在一线锻炼，在一线成

长，在一线使用。加大从基层选用
优秀干部的力度，让奉献在基层的
干部有盼头、有奔头、有劲头，让更
多优秀基层干部上得来，激励更多
干部朝下走。

如今，社区党组织书记、副书
记、委员待遇逐步提升，工资均达
到郑州市上年度最低工资标准的
2 倍以上，基层的同志都说：咱党
员付出虽多，但受益也更大啦，为
群众服务的干劲也更足了。基层
的政治待遇提高，有才能、敢担当
的支部书记更有奔头。

与此同时，管城回族区全面实
施党建经费“万元工程”，为每个社
区下拨3万元党建经费、20万元服
务群众专项经费，破解街道社区

“无船渡河”的难题。坚持每年至
少对党务工作者轮训一遍，提高党
务能力，增强业务本领。抓好阵地
建设，每年投入 3500 余万元用于
社区阵地的改造升级，坚持建好与
管好、用好并重，以群众满意为最
高标准，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各
类便民服务活动，确保基层党组织
活动有场地、服务有阵地、工作有
底气。

作为郑州中心城区，管城回族区
近年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人
口涌入让城市管理面临新挑战。为
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管城回族区以
“党建领航工程”为统揽，坚持规范化
管理、项目化推进、融合式发展，初步
形成了全区域统筹、多方面联动、各
领域融合的城市基层治理新格局。

区委书记虎强提出，把街道社区党组织
与区域内各领域党组织结成服务共同体，
形成全域党建互联互动互融，以党建领航
凝聚起全区域巨大发展合力。结合这个要
求，管城回族区树立系统、融合、共建、互动
的理念，把城市基层治理作为有机整体来
谋划和推进，专门制定了《关于实施“党建
领航工程”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意见》，出
台了城市区域党建、支部书记队伍建设、

“三社联动”、红色物业、专职党务工作者、基
础保障等 6个配套文件，形成了“1+6”制度
体系，通过整合社区资源、理顺体制机制、推
动力量下沉、夯实基层基础，全力打造“一核
多元”模式。

同时，按照郑州市委统一部署，管城回
族区成立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作为
区委工作部门，由组织部部长任主任，分管
城市建设的政府副职任第一副主任，承担领
导指导、顶层设计、统筹协调、督查考评职
能，由区委牵头把分散在多个部门的职能统
筹起来，激活人、财、物等资源，进行更加科学
化的谋篇布局，推动社区治理精细化。

在街道社区，积极落实为基层减负政
策，实行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逐项编制审
批服务标准化工作规程和办事指南，实现全
区乡（街道）依申请行政权力和公共服务事项
规范化、标准化，使基层党组织从繁重的行政
事务中解脱出来，把主要精力聚焦到抓党建、
抓民生、抓服务、抓治理上来。

目前，全区共成立红色物业20家，培育
建立馨家苑等社会组织党组织 37个，配备
专职党务工作者110名，组建党员志愿者服
务队伍 176支，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
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制度保障的基层
治理体系。

管城回族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宁
表示，“党建领航工程”就是用党建引领整
个社会基层治理建设全过程，让党建深深
嵌入城市基层社会，也是开启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的钥匙。

“社区工作要摸准居民群众各种需
求。我就一直琢磨，还能为群众做点什
么？”在陇海马路街道陇一社区党总支工作
的包淑杰想出了答案。

陇一社区是一个老旧小区，社区内空
巢老人、上班族需要托管的老人等较多，养
老问题是摆在社区面前的大问题。通过街
道、社区、物业、驻地单位召开党建联席会，
大家讨论出要将闲置多年的老澡堂，通过
外包内置升级改造成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中心”采取政府投资、社区监管、专业机构
参与的“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2+2模式，
为老人提供起居照料、医疗保健、康复养生
指导及护理等服务，为不同老人提供“助
餐、助洁、助急、助医”的互助服务，切实解
决了社区居民的养老问题。

这样，在辖区党组织统一领导下，管城
回族区充分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
推动政府购买服务向街道社区延伸。重点
围绕老年人、儿童、失业人员等群体开发设
计社会服务项目，探索推行由政府主导出
资，社会组织承接、社工团队执行、面向社
区实施的“三社联动”模式，分区域、全覆盖
为生活不能自理的孤寡老人、单亲家庭儿
童等开展日间照料、物品代送、家庭教育观
察等差异化、个别化、多样化服务。

目前，郑州市社区组织孵化基地在该
区建立，全区依托社区引进社会组织36个，
设计服务项目210个，培育专业社工400余
人，服务群众达20余万人次。

党的建设永远在路上，开展城市基层
治理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在全区加强以
党的建设为根本的基层基础工作会议上，
管城回族区提出通过 3 年努力，基本形成

“党建引领、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
先”充满活力的基层治理机制。相信在未
来，在“党建领航工程”的实施下，管城回族
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特色会更加鲜
明，组织有活力、党员起作用、群众得实惠
的成效更加显著，党旗在每一个基层阵地
上高高飘扬。 (程路)

目前，管城回族区建立了城市
党建协调会制度，由区委党建领导
小组牵头，民政、城建、住保中心、
城市执法等部门参与，每季度召开
工作例会，就城市党建有关专题相
议相商，决策重大事项。

“停车真难啊！”这是城东路
街道一次区域党建联席会上大家
共同的感慨。白天，上班族为争抢
停车位焦头烂额；晚上，下班回家
的居民为停车难头疼不已……

痛点就是解决问题的起点。
城东路街道定期召开区域党建联
席会议，合力解决居民迫切需要解
决的难题，推动居民区与辖区学校

党组织签订“潮汐式”停车公约，实
现停车位错时共享。“现在，上班车
停到单位边上的小区里，既方便又
实惠。”学校的老师感到很满意。

这样的区域党建联席会将区
域内红色细胞有效融合，定期联合
开展结对帮扶、志愿服务、设岗定
责、评星定级等活动，推动社会资
源向社区开放，机关力量向社区聚
合，服务向社区、小区、楼栋、家庭
延伸，逐步实现了组织建设、社会
治理和基层民主的有机结合。截
至目前，全区共召开区域党建联席
会 200 余次，会商解决问题 168
件，开展共建活动1000余次。

全区上下拧成“一股绳”

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投 党建引领聚合治理资源

打通“最后一公里”

党建领航让城市更有“温度”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实施“党建领航工程”全面夯实基层基础

“党建领航工程”使辖区内新天地社区很多累积的问题得到解决，成
了区里闻名、居民满意的“红色楼院”

陇海马路街道陇一社区“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2+2模式让小区居
民幸福感满满

商都历
史文化区建
设中，“党建
领航工程”
把实事做到
群 众 心 窝
里，拆迁工
作的各种矛
盾迎刃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