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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悦）7月 27日，从内
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凤凰山滑雪场传来
了好消息：在全国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
滑轮+射击项目的比赛中，我省小将王雪
兰与内蒙古运动员褚源蒙以及解放军队
选手张岩、唐佳琳联合组队，在女子4×6
公里接力项目比赛中，力压群芳，摘得桂
冠。这枚金牌也是河南运动员在第十四
届冬季全运会暨第十四届全运会上的首
金，为河南健儿备战东京奥运会、北京冬
奥会和第十四届全运会取得了开门红。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
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第十四届全运
会将于 2021年在西安举行。而在体育
改革的大背景下，第十四届冬季全运会
和夏季全运会的成绩将首次合并计算，
因此这块金牌也被赋予了重大意义。

“滑轮+射击”项目是冬季运动的两项夏
训科目，在全国年度比赛和世界杯、世
锦赛上也都曾被列为比赛项目，但在冬
季全运会的历史上，这还是首次被列入

正式比赛项目。因此，王雪兰她们的这
块金牌，不仅是第十四届全运会的首
金，也是全运会历史上“滑轮+射击”项
目的第一金。

大力开展冰雪运动，通过让更多群
众参与冰雪运动项目，来带动全民健身、
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的全面发展，是这
两年国家的重要体育战略。在这一大背
景下，河南省体育局一直致力于推动冰
雪项目在河南的全面快速发展。借助庞
大的选材基础优势，河南在跨界跨项选
材工作上，先后向国家队选拔输送了
1000多名运动员进入冰雪项目集训队。

与此同时，河南省体育局又先后与
国家冬季项目中心、国家冰雪各跨界跨
项集训队、北京体育大学、解放军八一滑
雪大队等建立了合作关系，力争我省的
冰雪运动项目向高水平、高质量发展。
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河南的冰雪运
动实现了从无到有并逐步变强，最终才
有了第十四届全运会首金的收获。⑥9 本报讯（记者 李悦）7月 29日，记

者从河南省体育局获悉，刚刚在哈尔
滨结束的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自由
式及单板滑雪障碍追逐赛上，河南滑
雪队的队员们表现出色，两天的比赛
共收获 3 枚金牌、2 枚银牌和 3 枚铜
牌，总成绩位居各代表队前列。

河南滑雪队这次参赛选手，均是登
封塔沟武校通过跨界跨项选材所输送
的。这批从小练武术的孩子，凭借出众
的身体素质以及刻苦坚忍的意志，很快
就在一个全新的领域脱颖而出。

河南滑雪队这次共参加了女子自

由式障碍追逐赛、女子单板障碍追逐
赛、自由式混合团体障碍追逐赛以及单
板混合团体障碍追逐赛 4个项目的比
赛，初登全国赛场的她们，很快就展现
出了出众的实力。特别是在女子自由
式障碍追逐赛中，前8名选手中有7名
来自塔沟武校，其中被认为极具滑雪天
分的冉鸿运夺得了冠军。除了这枚金
牌外，冉鸿运还在自由式混合团体障碍
追逐赛中也位居第一，在青年赛上，一
人独揽两金。河南队的另一块金牌来
自王紫妍，她在女子单板混合团体障碍
追逐赛中夺魁。⑥9

7月 27日，体彩大乐透第 19086期
开奖，前区开出号码“05、15、16、28、
31”，后区开出号码“02、07”。本期是新
规则上市后的第68期开奖，通过2.88亿
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
金1.03亿元。

本期全国井喷15注一等奖。其中2
注为 1800万元（含 800万元追加奖金）
追加投注一等奖，全部落户山东；13注为
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花落辽宁、江
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2注）、山东、
河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共 12个省
份。河南中出的1000万元出自三门峡，
中奖彩票为一张2注4元投入的单式票。

本期开奖结束后，39.04亿元滚存至
7月29日开奖的第19087期。（陈敏）

7 月 25 日，由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全
国校足办）主办的 2019年全国青少
年校园足球夏令营（初中组）第二营
区在山东鲁能泰山足球学校落下帷
幕，来自河南、北京、天津和山东的
16 支参赛队伍的领队、教练、裁判
员、营员以及所有志愿者参加了闭
营仪式。

闭营仪式上公布了 2019 年全

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初中组）
第二营区最佳阵容名单，共有 132
名营员入选。河南省共有 44 名学
生入选初中组分营各组别最佳阵
容，4名教练荣获优秀教练员，其中
来自洛阳东方二中的优秀教练员孙
勇，被评为初中组第二营区的总教
练，将带领河南，北京，天津，山东的
最佳阵容于8月 10日赴上海市参加
全国夏令营总营活动。 （校足办）

本报讯（记者 黄晖）去年的一场
“龙马”让郑州龙湖金融岛在广大跑友
中确立了“最美赛道”的形象，7月 29
日，光大银行杯龙湖国际半程马拉松
赛以升级的赛道、优化的赛事服务和
保障再次向跑友发出邀请：跑一场龙
马精神，览一岛龙湖风景。

本次比赛由中国田径协会、郑州
市体育局、郑东新区管委会主办，河
南东龙搏冠文化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运营，将于 11 月 3 日鸣枪开跑，这也
是我省目前唯一一场中国田径协会
A1 类半程国际马拉松。赛事共设 2
个 比 赛 项 目 ，分 别 是 半 程 马 拉 松
（21.0975公里）和 5公里小马拉松，参
赛选手 1万人。在赛事筹备周期内，

大赛组委会还推出了“赛事体验官招
募”“百团大战”“勘线试跑”等一系列
配套活动，增强跑友的参与感和赛事
的娱乐性。

“无论是赛道设置、赛事定位，还
是选手服务、赛事推广等方面，经过
2018年首届比赛之后，全新的升级打
造，注定 2019龙湖国际马拉松将是一
场高水准、高品质的路跑赛事。”组委
会负责人吕琦说。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的奖牌
——龙马奖牌的设计也别具一格，典
雅的传统配饰如意造型不仅寓意如意
吉祥，还令人联想到郑东新区规划设
计之初的“如意”概念，更有庆祝新中
国七十年华诞之意。⑥11

本报讯（记者 黄晖 通讯员 祝
婕）7月 26日，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
冰壶与地掷球全能项目地掷球比赛在
安徽结束。代表河南焦作华光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参赛的河南理工大学的姑
娘们发挥出色，获得俱乐部组甲组亚军。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冰壶与地
掷球全能项目地掷球比赛由国家体育
总局主办，分为社会俱乐部组和体校组
两大组别，并按年龄分为男、女甲、乙
组，共有来自全国各省、直辖市、行业体

协、本专科院校以及各级地掷球协会的
50余支代表队、400余名运动员参赛。

地掷球是双方运动员在规定的场
地上用手投掷球进行对抗的运动项
目，在沙土地或塑胶场地上进行，是一
项集健身、休闲于一体的运动项目，具
有很强的健身性、娱乐性和观赛性。
1986年，中国举办首届全国地掷球锦
标赛。如今地掷球已成为 2019 年第
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和 2021 年全运
会的正式比赛项目。⑥11

二青会雪上项目

河南选手获三金

龙马“美丽升级”再邀跑友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

河南姑娘地掷球项目摘银

河南小将斩获第十四届全运会首金

全国青少年足球夏令营总营

河南足球少年占三成

大乐透大奖
花落三门峡

本报讯（记者 李悦）7月 29日，
历时 3天的“建业杯”河南省业余女
足足球赛在洛阳落下帷幕，在最后
的决赛中，郑州YOUNG HEARTH
队以 4∶1 战胜东道主洛阳队，摘得
桂冠。

河南省业余女子足球赛是继河
南省业余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和全

省大学生十一人制校园挑战赛之
后，今年“建业杯”系列公益赛事的
又一项重要内容。比赛旨在给喜欢
足球运动的女子运动员们一个切
磋、交流的平台，进一步推动河南女
足运动的发展。

这也是“建业杯”首次举办女足
赛事，比赛激起了女足选手们的极

大热情，不少已经退役的专业运动
员也参与其中，共有来自郑州、洛
阳、开封、焦作、平顶山等地的8支队
伍参加了本次比赛。按照赛制，本
次比赛采用五人制足球规则。最
终，来自郑州的YOUNG HEARTH
队以不败战绩如愿捧起了首座女足

“建业杯”。⑥9

“建业杯”女足赛事落下帷幕

王雪兰（左一）为我省夺得第十四届全运会首金。 省体育局供图

□本报记者 汪军强
本报通讯员 周炳皇

近年来，淮滨县以抢抓机遇的眼
光、敢闯敢为的魄力、一抓到底的韧
劲，不断巩固崛起之势，全面提振跃升
之势，加快形成赶超之势，以高质量发
展谋局，以优品质服务提速，真正把集
聚区变成了县域经济的支撑，把产业
优势转化为出彩优势。

2018年,集聚区主营业务收入达
160.4 亿元，同比增长 20.1%；增加值
31.2亿元，同比增长12%；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39.5亿元，同比增长 39.5%，其
中工业投资38亿元，同比增长32.9%；
从业人员25359人，同比增长7.6%；实
现税收 3.17亿元，同比增长 68.7%；新
上规上企业18家。

集聚区实现了两大支柱产业齐头
并进、协同发展。轻纺产业增加值占
全集聚区工业总量的 42.5%，创造利
税占 36.4%，吸纳就业占 28%；食品产
业增加值占全区工业总量的 20.9%，
创 造 利 税 占 31.5% ，吸 纳 就 业 占
19.7%。其中，化纤纺织企业87家，签
约落地纺织机 3万台套，年产坯布 10
亿米，年产值达 80 亿元，居全省第 1
位；服装企业 38家，年加工服装 2000
万件，2018年创外汇250万美元。

今日之淮滨，已经形成了龙头带
动、多点支撑、竞相出彩的生动局面，
成为开放包容、活力迸发、创新创业的
沃土。

高质量发展 强化新动能

高质量发展，其根本在于经济的活
力、创新力和竞争力，近年来，淮滨县产
业集聚区通过积极引导、精心培育企
业，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路子。

引导企业智能化改造。君子林服
饰实施“双智能”，一方面，与科研院所
进行合作，开发出的智能服装，具备防
冻、防溺水、防走失、轨迹控制、蓝牙等

功能，已获得 6项专利；另一方面投入
3000 多万元引进全球最先进的设备
和技术，率先在国内建造工业4.0智能
车间，实现了选料、裁剪、分检、仓储自
动化，成衣生产半自动化（智能吊挂系
统），为客户提供智能生产、云制造、

“互联网+”等个性化定制与服务，生产
效率提高了30%。

刚辉纺织在络丝环节投资74.4万
元，安装定长仪 3720 个，可以控制丝
的长度，实现自动切断；织布环节安装
织机数控，对生产情况进行实时监控，
可以按人、按班组等分时间段统计产
量、成品率（数据终端），提高管理效
率。

引导企业绿色化改造。截至目
前，区内化纤纺织企业共安装节能电
机3000台（前道设备），节能20度/天/
台，节约电费约14元/天/台，全年节约
用电1540万度、节省电费1078万元。

引导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纺织企
业在倍捻环节通过技术改造将倍捻的
转速由 8000转提升到 13000转，提高
了生产效率；在织布环节通过技术改
造、设备更新，将平机变为高速机甚至
超高速机，将织布机转速由 600 转提
升到 840 转甚至 930 转，生产效率提
升了 25%—50%，产品种类由以前 10
多个品种增加到 200多个。如刚辉纺
织全部更新为多臂喷水织机，全部生
产高档时装面料、仿真丝系列、四面弹
系列（泡泡绉、泡泡格、乱麻等）等，经
印染后远销欧美国家，实现了从低端
产品到高端产品的升级换代，有效提
升了企业盈利水平和竞争力。

引导企业经销模式创新。经营模
式上服装企业由 OEM（代工）模式向
ODM 模式转变。君子林服饰着力打
造 知 名 品 牌 ，现 拥 有 GMF、M3、
RMH、90地带等品牌，产品主要销往
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国家或
地区，其GMF和M3两个品牌在俄罗
斯销售位居国内企业第2位。

引导企业销售模式不断创新，搭

建电商平台，拓宽销售渠道。目前，英
凡服饰、昊阳制衣等服装加工企业均
已实现了线上与线下同步销售。

引导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推进企
业自主创新，支持企业搭建科研平台，
增强企业研发能力。目前，金豫南面粉
公司建成河南省弱筋小麦加工工程技
术中心；富贵食品公司建成信阳市弱筋
小麦粉深加工工程技术中心；麦得隆食
品公司与江南大学合作建设的国家级
食品研发中心投入使用，为全县提供了
弱筋小麦从种植到加工的全过程咨询
和技术研发服务，培育的“扬麦13”“扬
辐麦2”等优质弱筋小麦品种已在全县
大面积种植，开发的蛋糕粉、面包粉、曲
奇粉、馒头粉已在线上线下大量销售，
研发的三明治、瑞士卷在成都全国糖酒
会上获得经销商好评。

做优服务 培育新优势

高质量发展同样体现在营商环境
方面，淮滨县致力于营造重商、亲商、
安商、富商的环境，鼓励企业家创新创
造、再立新功。

强化基础保障。坚持建设服务与

生产服务并重、项目配套与生活配套
并重，实现了集聚区建设与城区规划
建设设施互通、资源共享、精准对接。
道路交通方面，开通了公交线路，修建
道路 68.7 公里，形成了“七横六纵”交
通网络；管网建设方面，铺设污水管网
76.3公里、排水管网 76.3公里、供水管
网 56.7 公里、通信网络 40公里、电网
17.48公里，集聚区建成区全部实现了

“六通一平”；配套设施方面，建成投用
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厂、淮滨二中、
公租房 3312套、标准化厂房 156万平
方米，建成投用桂花、和顺、立城三大
综合服务区，充分保障了园区的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

抓好用工保障。出台优惠政策，对
到产业集聚区企业务工的人员在子女
就学、住房、生活补助等方面给予优
惠。子女上学方面，在产业集聚区企业
上班人员，其子女可在城区就近选择学
校上学，义务教育阶段在公办学校上学
免费，在民办学校上学给予适当补贴；
居住生活方面，在产业集聚区企业上班
人员，可在桂花、和顺、立城三大服务区
内租住公租房，租赁费用给予适当优
惠，原则上每人每天 1元；生活补助方

面，对首次到产业集聚区企业务工且上
班满三个月的人员，给予每人600元的
生活补助；技能培训方面，到产业集聚
区企业务工人员，可免费享受岗前、岗
中培训。实行工岗快递，通过整合职业
教育资源，结合企业用工需求，开展订
单式培训。启动春节模式，县乡村三级
联动，引导群众在家门口务工就业，今
年以来共组织意向就业人员报名5216
人次，企业招录工人4000多人，缓解了
用工难题。

抓好用地保障。通过增减挂钩、
占补平衡、综合调控和土地整理，常年
为产业集聚区储备土地 2000亩，保证
了产业项目用地需求。

抓好资金保障。设立产业发展引
导基金、过桥资金，重点为主导产业企
业、科技型企业解决过桥资金难题，降
低企业融资成本；引导企业上市融资，
培育上市企业 11家（其中主板上市企
业 1家，上新三板企业 3家，新四板挂
牌企业 7家）；开展银企对接，2018年
共为 58 家企业发放贷款 7.2 亿元；吸
纳社会资本，开工建设纺织孵化园一
期、纺织科技双创园、浙商纺织三期四
期等项目；引入国有资本，与市华信投
资集团合作建设了纺织孵化园二期、
嘉兴纺织产业园、苏州纺织产业园、淮
绣园等项目。

优化政务服务。落实全程代办
制、限时办结制，不让企业跑腿，所有
手续全部代办、限期办结，如工商注
册、银行开户、税务登记等项目有关手
续一天内完成，实现企业与职能部门
零接触。

此外，集聚区不断完善产业配
套。规划化纺产业研发基地，即创新、
创业“双创园”；规划建设化纤纺织交
易中心，目前一期建成投用，全部建成
后将成为覆盖周边四省最大的纺织品
交易中心，贸易企业可以拎包入驻；规
划建设纺织产业配套园区，招引纺织
服装机械及零配件和服饰辅料企业，
实现全产业链的配套；规划建设信阳

淮滨港，建成投用后年吞吐量可达
2080万吨，届时将对纺织产业进一步
做大做强形成强有力的物流配套支
撑；谋划建设染整中心，持续在链条的
齐全上下功夫，重点聚焦“染整”环节
发力；谋划建设面积 2—3平方公里的
智能服装产业小镇，内含服装产业链
公共服务平台、服饰博览园、会展中
心、创新研发区、服装 IP产业基地、服
饰电子商贸区、特色米兰生活城等七
大板块，为优质的、智能化的服装企业
提供生产、商贸、生活等相关服务，让
企业进得来发展好。

“未来，我们将紧紧围绕纺织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断壮大产业规
模，强化产业质量，掌控行业话语权，提
升核心竞争力。持续优化产业链条，打
造集生产加工、科技研发、市场贸易、物
流配送为一体的产业闭合圈，努力将淮
滨建设成为中西部地区最大的化纤纺
织基地，全力打造淮滨质量品牌、速度
品牌、服务品牌，让‘淮滨制造’以及一
流的营商环境成为淮滨的金字招牌。”
淮滨县委书记曾辉告诉记者。

产业集聚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淮滨县产业集聚区发展纪实

纺织车间

集聚区一角

食品加工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