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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迎民族盛会 庆70华诞

7 月 13 日晚，体彩大乐透第
19080期开奖，当期全国共开出6注
一等奖，其中 2注 1000万元基本投
注一等奖分别花落我省郑州和平顶
山，可谓是双喜临门。

7月 16日上午，平顶山大奖得
主来到河南省体彩中心兑奖，他出
示的中奖彩票是一张10元 5注大乐
透单式票，出自平顶山市新华区三
七街三环佳园南门的 4104020234
体彩网点。领奖过程中，大奖得主
杨先生聊起了他的中奖故事。

杨先生是平顶山的一位普通上班
族，平常的兴趣广泛，时常也会关注一

些公益事业。“因为体育彩票是国家公
益彩票，买彩票也是做公益的一种形
式吧。”杨先生说，他是两三年前开始
购买体育彩票的，每次买得也不多，十
块钱以内。“虽然我买得不多，但是积
少成多吧，少抽一包烟，买上两三注彩
票，算是积德行善了。” （杨惠明）

本报讯（记者 黄晖）刚刚在 7
月 13日晚的 2019中国女足超级联
赛揭幕战中战胜卫冕冠军的河南徽
商女足，将于7月 20日晚远征广东，
客场挑战广东辉骏女足。

已是女超联赛“二年级”的河南
女足，本赛季将主场从洛阳搬到了
郑州，让郑州球迷有机会欣赏到国
内女足顶级联赛。7月 13日晚的揭
幕战，吸引了超过4000名球迷来到
郑州大学本源体育场。河南女足首
发阵容中，有刚刚从国家队归来的
主教练兼队员娄佳惠、有两名来自

尼日利亚的外援艾比、维拉。最终，
主场作战的河南女足凭借娄佳惠和
维拉的进球，以 2∶0战胜女超联赛
三连冠大连队，以一个大大的冷门
为新赛季开了个好头。

将于7月 20日展开的女超联赛
第二轮，河南女足的对手是升班马广
东队。上赛季以9胜3平的不败金身
从中甲联赛强势冲超的广东队，阵中
有 4名队员随国家女足参加了法国
女足世界杯，本赛季还引进了前国家
女足守门员王飞，实力绝对不容小
觑，期待河南女足再闯雄关。⑥11

为备战 2020 年 10 月举办的
2021 亚足联 U20 室内五人制足球
锦标赛预选赛，中国足协定于 2019
年 7 月 15 日至 29 日在大连组织
U20五人制国家队，2019年共分为
两期选拔集训。

郑州九中学生韩鑫洋入选第
一批集训名单，张祚庥、李莅博入
选第二批集训名单，此次选拔名单
是由 2018-2019 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联赛高中男子组总决赛以及
各中超、五超、中甲、五甲等俱乐部
及高校推荐球员中选拔确定，郑州
九中入选的队员在 2018-2019 全
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中男子
组总决赛当中表现抢眼，有着出色

的发挥，中国 U20国家队主教练也
亲临现场来挑选人员，最终确定本
次集训名单，郑州九中也是入选本
次集训名单人员最多的校园足球
高中男子组学校。 （校足办）

□本报记者 李悦

7月12日至17日，在呼和塔拉
草原上的内蒙古少数民族群众文化
体育运动中心，一场场风驰电掣的
比拼，一幕幕激情飞扬的表演让人
目不暇接。6 天来马上技艺的较
量，也让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各族选手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的比赛分为
竞赛和表演两大部分，其中竞赛项
目设有民族赛马、走马、跑马射箭
和马上拾哈达四个大项 11 个小
项。比赛共有河南、内蒙古、云南、
西藏、新疆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等 9 支代表队参加，参赛运动员
305名，马匹365匹，骆驼13峰。

在“中华民族一家亲 携手奋
进新时代”的赛事主题下，各民族
的参赛选手除了通过竞赛项目一
展身手之外，也利用表演项目，充
分展示了各民族的马上运动特
色。展现古代骑兵力量的骑马点
火，产生于牧人们日常戏耍跑马悬
体的康巴荣玖，哈萨克等民族多在
婚礼、节日等喜庆之时举行的姑娘
追，藏人游牧生活的衍生品乘马抛
石头，由马球运动演变而来，具有
较强娱乐性和竞技性的驼球。这
些技艺高超、精彩刺激的马上技艺

展示，完美呈现了各民族的马背运
动特色。

在本届全国民族运动会马上
项目的比赛中，内蒙古队的成绩可
谓一枝独秀，11 个一等奖他们就
获得了 10个。而首次参加马上项
目比赛的河南代表队这次也表现
不俗，共获得 3个二等奖和 3个三
等奖，总成绩仅次于内蒙古代表队
和西藏代表队。对于本次比赛，国
家民委文化宣传司体育卫生处处
长张剑辉表示，这次在呼和浩特市
分赛场举行的马上项目比赛，是第
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所有比赛
项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
赛的圆满结束对促进各民族之间
的文化交流和学习起到了非常重
要的推动作用，实现了举办全国民
族运动会的初衷。⑥9

精彩的盛会 马背上的友谊
河南女足开启女超征程

先胜三冠王 再战升班马

“凭感觉”选号中大奖

郑州学子再入U20国字号大名单

跑马射箭展示骑手风采 马上拾哈达的比赛竞争尤为激烈

精彩纷呈的马上技巧展示

身着民族服装的蒙古族少女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邓放摄

壮观的马上叠罗汉

2018 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国

家体育总局的关心指导下，在省财政厅、省审计

厅的有效监管下，全省体育部门进一步加大体育

彩票销售和管理力度，有力支持了全民健身和竞

技体育工作开展，为促进全省社会公益事业健康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和《彩票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规定，现将 2018年全省体育彩票销售及

省体育局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公告如

下：

一、体育彩票销售及公益金筹集情况

2018年度，全省共销售体育彩票179亿元，

总销量列全国第5位，为国家筹集体育彩票公益

金 41.8 亿元，其中：上缴中央财政 20.9 亿元，我

省留用20.9亿元。

二、省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预算支出情况

按照《河南省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豫政办

〔2013〕15号)确定的省留用体育彩票公益金分

配政策，省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全部实行政府性

基金预算管理。按照省人大批复的部门预算，

2018年共安排支出 82900万元，用于实施群众

体育工作和资助竞技体育工作，详情如下：

(一)实施群众体育工作情况

2018年度，省体育局预算安排使用53689.1

万元，用于援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捐赠体育健

身器材、资助群众体育组织建设和举办全民健身

活动，开展全民健身平台建设、科研与宣传等工

作。大力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针对当前全民

健身面临的“设施少、健身难、消费贵”等问题，狠

抓群众“六个身边”工程建设。一是不断健全全

民健身组织机构。积极构建“大群体”格局，发挥

省全民健身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作用，省政府办公

厅转发了《河南省推进体育强省建设三级联创三

个带动实施意见》，修订了《全民健身评价体系》，

各级均建立了相应的全民健身组织机构，县级以

上体育社会组织4128个、体育俱乐部914个，现

有社会体育指导员25.6万人，引导近4万个健身

站点开展体育活动。二是持续提升基础设施建

设水平。坚持以“两场三馆”和15分钟健身圈建

设为重点，投资2亿余元实施各类体育设施建设

项目 3313 个，推进全省 10 个全民健身活动中

心、13个户外全民健身活动中心、45个市县的全

民健身路径和多功能运动场、6个体育小镇、县

市 15分钟健身圈建设；建成省体育中心户外乒

乓球场地，免费向社会开放；做好全省41个大型

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免费为群众提供体质

健康评价和科学健身运动处方指导服务9.3万人

次。三是有力扩大全民健身社会影响。持续实

施“四个一”精品工程，扩大“六赛两节两活动”的

影响力带动力，不断增强武韵中原传统武术大

赛、省民俗体育大赛、省太极拳交流大赛、网球球

王争霸赛、“龙行中原”全民龙舟大赛、中国郑港

国际徒步大会、群众登山健身大会等新兴品牌赛

事的影响力，引领全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全民

健身活动。举办了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推广

展示大联动主会场活动。协助省残联办好省第

七届残疾人运动会，配合省民委举办了河南省第

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并做好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筹备工作。

其中：

1.用于全省实施农村居民体育健身工程、乡

镇健身工程及全民健身路径工程、室内全民健身

活动中心、社区多功能运动场及老年人健身场地

设施25140万元。

2.用于全省青少年体育训练14256.6万元。

3.用于全省资助或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3531万元。

4.用于全省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

和省体育局直属体育场馆单位补助3808万元。

5.用于全省资助群众体育组织和队伍建设

1853万元。

6.用于全省国民体质监测及其他群众体育

支出5100.5万元。

(二)资助竞技体育工作情况

2018年度，省体育局预算安排使用29210.9

万元，用于改善训练比赛场地设施条件、支持运

动队参加国际国内赛事、资助体育后备人才培

养、举办或承办省级及以上大型体育赛事等。在

第18届亚运会上，我省运动员共获得9枚金牌、

7枚银牌、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为中国体育代表

团作出了积极贡献，为河南人民增添了光彩。我

省运动员共荣获 15 个世界冠军、12 个亚洲冠

军、50个全国最高水平赛事冠军，打破 2项世界

纪录。高标准完成了全国拳击锦标赛、全国铁人

三项河南站、全国女子武术散打锦标赛等赛事的

承办工作。另外，我省235名运动员通过跨界跨

项跨季选才进入冬季运动项目国家集训队，此项

工作走在全国前列，经验做法在全国推广。

其中：

1.用于支持运动队参加国际国内运动会

8175.7万元。

2.用于补充运动员保障支出7562.4万元。

3.用于支持运动训练比赛器材购置及科研

医疗仪器购置3623.6万元。

4.用于改善训练比赛场地设施条件4829万

元。

5.用于资助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及体育科研

4451.2万元。

6.用于举办或承办省级及以上大型体育赛

事569万元。

全省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做到了严格按

照国家规定和财政部门管理要求执行，收支纳入

财政预算管理，切实将体育彩票公益金用之于

民。

河南省体育局关于2018年度体育彩票销售及公益金使用情况的公告

感谢全省人民对河南省体育彩票及社会公益事业的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