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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体彩 出彩中原”系列报道

焦作：

体彩公益金用起来 太极“龙头”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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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晖 实习生 周玉琴

9月 18日下午的焦作市太极
体育中心人潮如织，中国焦作国际
太极拳交流大赛正在这里举行，展
演、比赛、交流……几乎每个区域
都在举行内容不同的活动。

“练太极拳不仅能强身健体，
还能给人的仪容仪表、生活习惯
带来很多好的改变，我练了十几
年太极拳，连脾气都变得特别
好！”刚刚舞完一趟春秋大刀的李
大姐在场边对记者说。

焦作人有“太极情节”，太极
拳 也 是 焦 作 群 众 体 育 的“ 龙
头”。不仅有融体育赛事、文化
交流、经贸活动、特色旅游为一
体，影响力已经上升到“国际级”
的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焦
作市武术协会、以陈式太极拳

“四大金刚”命名的太极拳协会
以及各流派太极拳协会每年也
都会组织活动，让太极拳爱好者
动起来、交流起来。可以说，焦
作跻身河南省首批全民健身示
范城市之列、连续七个周期荣获

“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称号，
太极拳功不可没。

“焦作的目标是打造世界太
极城、建设中原养生地。我们围
绕这个目标大力开展太极拳进社
区、进农村、进学校、进机关、进企
业、进家庭等‘六进’活动，并提出
太极助力乡村振兴，每年我们都有
太极拳比赛100多场，太极拳还成
为中招考试项目。一系列举措弘
扬了传统文化，也让太极拳深入人
心，走入了寻常百姓家。”焦作市体
育局副局长宋国宪表示。

有了深厚的群众体育基础，
焦作的竞技体育也成绩亮眼。连
续 5 届省运动会，焦作代表队都
是“三甲之师”，跆拳道世界冠军
陈中、贺璐敏、王朔，射击世界冠
军常静等都来自焦作；此外，从小
学到初中、高中、体校，完善的业
余训练体系，让每一棵“好苗子”
都会被发现、成长，保证了焦作体
育人才不“断档”。

而这一切背后的功臣，当然
少不了体育彩票公益金。“焦作体
育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得益于体
育彩票的大力支持。体育彩票公
益金为焦作群众体育、竞技体育
和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力的
支撑。”宋国宪说。⑥11

□本报记者 李悦

10月 20日上午，以“全民健身、健康
中原”为主题的2019第五届中国郑州国
际徒步大会在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如期
举行。当天，来自海内外的 3万多名徒
步爱好者用脚步见证着郑州的发展，用
心感受着徒步的快乐。

由河南省体育局、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共青团河南省委、河南省残疾人联合
会主办的郑州国际徒步大会，经过 5年
的发展，目前业已成为我省徒步项目的
龙头赛事。

记者在当天的出发现场看到，来自
美国、俄罗斯、荷兰、巴基斯坦等国的徒步
爱好者认真地做着准备活动，河北、山东
和安徽的徒友们仔细研究着徒步线路，来
自全省的参赛者也早已熟门熟路地排好
了整齐的方阵，原本宽阔的第八大街中心
广场，被各路彩旗装点得热闹非凡。

9点 10分，随着发令喇叭的响起，各
路徒友们伴随着节奏感强劲的音乐，甩
开双臂，精神饱满地阔步前行。当天，参

加 5公里线路的徒步爱好者们从经开区
中心广场出发，经第九大街、经南三路、东
三环，在南三环处5公里线路折返至中心
广场；而参加15公里线路的徒步爱好者，
则继续前行经潮河大桥、潮河北环路、经
南九路、经开第十七大街、经南十五路折
返最终到达中建七局滨河国际中心。

家住管城区的郑州市民邵妍今年已
经是第四次参加徒步大会，她表示，每一
次参赛都有不同的感受，经开区道路两
侧日新月异的变化，见证了郑州这座新
兴城市的飞速发展，作为一名“老郑
州”，她感到由衷的自豪。

70组家庭和 70组不同年龄的情侣
是本届徒步大会的一大亮点，其中，74
岁的裴国连及其 75岁的老伴王长富也
是本届徒步大会年龄最大的一对情侣参
赛者。健步走、骑单车等运动项目是这
对古稀老人平时的最爱，曾连续11年参
加郑开国际马拉松情侣组的他们更表
示：“只要自己身体还允许，我们就一定
会坚持运动下去。”

作为本届徒步大会的形象大使，奥

运会冠军、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党委书
记贾占波对于徒步这种“绿色”的健身方
式也予以了肯定。他也希望，能通过本

次活动，推广低碳、环保、文明健康的生
活理念，并在全省掀起全民绿色健身运
动新高潮。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10月 20日上
午，在登封进行的焦作中旅银行 2019
嵩山少林国际马拉松赛结束了两个多
小时的激烈争夺，两位河南本土选手从
众多好手中脱颖而出，分别摘得男子及
女子全程冠军。

本届赛事设置全程马拉松、半程马
拉松、迷你马拉松三个比赛项目，来自

全球 26个国家和地区的 21980名选手
竞速登封。最终，来自焦作的张乾以 2
小时 42 分 53 秒的成绩夺得男子全程
冠军，来自平顶山的袁桂以2小时48分
21秒的成绩夺得女子全程冠军。

嵩山少林国际马拉松赛是国家体
育总会《马拉松年度赛事计划》中的大
型国际马拉松赛事，由郑州市体育局、

登封市人民政府、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主
办，河南省兆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登
封嵩山少林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承
办，已连续成功举办六届。

嵩山少林国际马拉松赛一直立足
地方特色，用武术表演等形式将少林文
化与马拉松精神结合，并让选手在一步
一景的赛道中享受跑马的快乐。⑥11

本报讯（记者 黄晖）河南第五届网
球球王争霸赛第三站的比赛，20日在
中原网球中心落幕，10个组别的“分站
球王”及对应名次全部产生。

本站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的 562
名运动员、915 人次报名参赛，再创新
高。作为中原网球中心倾力打造的面
向全国的业余网球赛事，河南网球球王

争霸赛经过四年的精心运作，已经逐步
成长为我省业余网球界的一项品牌赛
事，并逐步向全国业余网球品牌赛事迈
进。自 2015年比赛开办以来，河南网
球球王争霸赛累计报名参与已近万人
次。无论是赛事规格、还是承办水平、
服务，均得到一致好评。

今年的河南网球球王争霸赛每站

分站赛总奖金 46800 元，三站分站赛
和 一 站 总 决 赛 的 总 奖 金 累 计 高 达
225200 元。全年各组别积分排名前
14 的选手可参加总决赛并角逐最高
5000 元的现金奖励。中原网球中心
主任荣长安表示，希望通过举办赛事
能让我省更多的人欣赏网球、热爱网
球、参与网球、享受网球。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 经过 6
个多月的展示交流，河南省第十
三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终于圆
满完成了全部 16 个大项的展示
交流活动，于10月 19日在濮阳市
水秀大剧院落下帷幕。

由省体育局、省委老干部局、
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共同主办的老
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共设置了台
球、钓鱼、气排球、健身秧歌等 16
个大项90个小项，涵盖球类、操舞
类、武术类等6个方面。展示活动
分别在郑州、周口、濮阳等13个省
辖市举办，共有来自全省 28个代
表团和部分行业协会组队参加，参

赛运动员、教练员达到4400多人，
加上裁判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等，参与总人数超过 1万余人次，
开创了我省老年赛事设项最多、规
模最大、承办地最广的新局面。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老年人
体育工作组织机构不断健全，老年
人健身意识不断增强，各种健身活
动蓬勃开展，老年人场地设施供给
不断丰富，形成了多元化、全方位
的老年人体育服务保障体系。省
老健会的成功举办，在为全省老年
人提供切磋技艺、展现才华的平台
同时，也展现了我省老年人积极、
健康的精神风貌。⑥9

本报讯（记者 李悦）凭借卡兰加在
下半场的一记头球破门，主场作战的建
业最终赢得了一场长达 101 分钟的缠
斗，在 10月 20日晚中超第 26轮的比赛
中，河南建业1∶0战胜了重庆斯威，在终
结自 2015年以来从未在航体战胜过重
庆的历史同时，也提前四轮完成了保级
任务。

作为打法相近的两支球队，建业与
斯威之战，激烈有余精彩不足，卡兰加的
进球，更多的是球员个人能力的体现。
比赛结束前，队长顾操得到的那张红牌，
也让这场胜利多少有些遗憾。好在艰难
取胜后，建业队在联赛还剩四轮时，比倒
数第二名的深圳队高出13分，已经确定
保级。

不过，建业主帅王宝山却希望队员
们不要把目标仅仅放在保级上面，接下
来的四轮比赛，他要求队员们要珍惜每
一场的锻炼机会，不断地去提高磨炼自
己。⑥9

用心感受徒步的快乐
2019中国郑州国际徒步大会侧记

徒步方阵整齐划一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省第十三届老健会圆满落幕

主场赢重庆 建业已保级 河南选手夺冠嵩山马拉松

河南网球球王争霸赛再赛一站

2019 年 10月 18日，是电脑型中
国体育彩票在河南上市 19周年的日
子。19年来，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在省体育局的正确领导下，在省财
政厅的高效监管下，在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指导下，始终牢
记中国体育彩票的初心和使命，秉持

“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宗旨，坚持
“建设负责任、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
的国家公益彩票”发展目标，牢牢把
握国家公益彩票的基本定位，以公益
公信为核心，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努
力助推公益事业和体育强省建设。

历经 19年的健康持续发展，我省
体育彩票销售总量已于今年上半年
突破 1000 亿元大关，历史累计销售
1065亿元，筹集体育彩票公益金超过
284 亿元，体育彩票实体店达到 1 万
多个，为 3 万余人提供了就业岗位。
体育彩票已经成为我省经济、社会发
展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全省社会、经
济、体育强省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19 年来，河南体彩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始终牢牢把握国家公益彩
票这个基本定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发扬“责任、诚信、团结、
创新”的体彩精神，从体育事业发展

“生命线”的高度不断奉献和奋斗，在
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以负责任的方式
努力筹集公益金，服从服务于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多元
化、个性化的文化娱乐需求，持续推
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彩票向高质
量发展。

19年时间，河南省的体育彩票销
售终端规模扩大了 12.5 倍、提供就业
人口增加 25 倍、年销量增幅 283 倍、
年筹集体彩公益金增幅 203 倍。截
至目前，我省体育彩票销售终端有
10000 余 台 提 供 就 业 30000 余 人 ，
2018年创造出年销量突破 180亿元、
年筹集公益金超过 43亿元的历史新
高。

今年 5月 14日，中国体育彩票在
河南省的历史发行总量突破 1000亿
元大关，累计筹集体育彩票公益金超

过 267亿元，目前年销量稳居全国前
5位。省体彩中心持续筹集越来越多
的体彩公益金服务体育强省建设，不
断向省委、省政府、省体育局以及全
省人民交上满意答卷，为河南人民增
光，为河南体育事业添彩。

河南省体育局局长万旭表示，体
彩公益金在推进体育事业发展进程
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以 2019年
预算为例，河南省体育局共安排专项
经费 9亿多元，其中体彩公益金 8.7亿
多元，占专项经费的 96.5%。这些投
入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目前全
省 已 建 成 县 级 以 上 体 育 社 会 组 织
4429个、体育俱乐部 1103个，青少年
注册运动员达到 2万人，社会体育指
导员达到 27.1 万人，各类健身站点近
4.3 万个，88%的省辖市、67%的县
（市）建成或在建“两场三馆”，城市社
区健身设施覆盖率达到 90%，乡镇健
身工程覆盖率达到 100%。培育了以

“六赛两节两活动”（六赛是焦作太极
拳国际交流大赛、郑开国际马拉松
赛、万村千乡农民篮球赛、环中原自
行车公开赛、乒动中原乒乓球大众公
开赛、豫冠足球联赛，两节是郑州国
际少林武术节、安阳航空文化旅游
节，两活动是三山同登群众健身登山
活动、三门峡横渡母亲河活动）为代
表的一批品牌赛事。仅在 2018 年，
我省运动员就获得了 15 个世界冠
军、12个亚洲冠军、50个全国最高水
平赛事冠军，在第 18 届亚运会上夺

得 9金、7银、3铜和 9个 4名—8名的
好成绩，为国家争了光，为河南增了
彩。

践行责任彩票建设
推动河南体彩行稳致远

19年来，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根据河南地方特色、基本省情和市
场实际，走出了一条适合河南体育彩
票事业的发展之路。特别是近年来，
以责任彩票建设为抓手，牢记为体育
事业和公益事业发展筹集公益金的
使命，准确把握体育彩票“防风险、转
方式、增后劲、促发展”发展方式，勇
于担当、积极创新、甘于奉献和奋斗，
实现了河南体彩事业健康、持续地高
质量发展。

河南省体育局局长万旭在洛阳
体育彩票实体店调研时提出：“目前
我省体彩发展已经走向一个新的历
史时期，正经历由数量到质量的转型
发展，在这个阶段‘行稳致远’非常关
键，行得稳，才能走得远，核心在于践
行责任彩票。”

我省体彩中心通过建章立制，使
责任彩票工作有据可依；通过强化培
训，增强全员责任彩票意识；通过规
范营销宣传，使游戏产品回归理性发
展；通过制订责任彩票负面清单，规
范销售参与主体的行为；通过开展责
任彩票专项考核，督促各项工作的落
实；通过发布责任彩票年度报告，展

示机构形象;通过积极探索转型发展
阶段管理模式、工作方法等，努力践
行责任彩票理念，构建责任彩票体
系。同时，省体彩中心坚持依法治
彩、合规经营，加大监管力度，规范彩
票运营，保障市场安全稳定发展，促
进体彩事业在我省发展行稳致远。

省体彩中心的责任彩票建设工
作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省体育局的
一致肯定和表扬。今年 6 月 26 日—
28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杨宁一行
到河南调研责任彩票建设工作时表
示，河南体彩系统建立了高效的管理
模式和运营机制，积累了丰富的工作
经验，并对河南体育彩票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同时，《中国体育报》于 2019
年 8 月，连续 3 期在头版刊登河南省
体育彩票的三级责任彩票建设经验，
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和好评。

国家公益彩票
助推公益事业

19年来，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筹集的体育彩票公益金不仅广泛
用于社会保障、扶贫济困、教育助学、
养老助老、医疗服务等多个社会公共
领域，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还积
极筹措发行经费开展形式多样的公
益宣传和公益活动，让社会大众更多

地了解体育彩票对群众健身活动开
展、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的积极作用。

19年来，省体彩中心组织开展各
类公益活动 1000余项次，树立了“公
益体彩 快乐操场”“新长城助学”“体
彩助莉”等一批品牌公益活动项目。
其中，“快乐操场”项目已捐助全省
182 所学校，受益师生达 5.4 万余人；

“新长城助学”项目 9次共捐助 8所院
校优秀贫困大学生 520名，帮助他们
完成学业；“体彩助莉”项目救助社会
急难群体和家庭 200余次，弘扬了社
会正能量；向 225个第一书记扶贫村
捐助体育器材，服务贫困地区的健身
和健康需要。这些公益活动引来社
会广泛赞誉，中国扶贫基金会、河南
省扶贫开发协会等单位连续多年授
予省体彩中心扶贫工作的先进荣誉
称号。

2019年，为了加强社会大众对体
育彩票公益金的认知，先后开展了

“公益体彩 出彩中原行”“体彩公益
金资助项目宣传”主题活动，在全省
18 个省辖市甄选代表性公益金资助
项目，开展系列报道，通过媒体向全
省人民进行展示，宣传体育彩票为体
育事业、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作出的贡
献。

19 年 风 华 正 茂 ，19 年 意 气 风
发。为服务社会公益和体育强省建
设努力奉献和奋斗，让人民满意，助
中原出彩，河南体育彩票人一直在路
上！ （体彩宣）

践行公益责任 助力中原出彩
——中国电脑体育彩票在河南上市19周年

2000年—2018年销量及公益金图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