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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悦）10月 25日，2019
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邀请赛在“中国武术
太极拳发源地”焦作温县陈家沟正式开
赛。本次比赛由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主
办，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员
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策划执行，焦作
市体育局、温县人民政府承办，吸引了来自
河北、山西、吉林等 20多个省级单位的 83
支代表队近 800人参赛，参赛队伍和人数
也创下全国老年人太极拳交流活动的新
高。

据介绍，作为一项典型的有氧健身
项目，太极拳不仅能强身健体，而且还
可以充分调动习练人的精神能动性，因
此在广大中老年群体里颇受欢迎。主
办方举办全国老年人太极拳邀请赛，目
的是为了进一步发挥太极拳在丰富老年
人体育健身生活、推进建设健康中国里
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地满足基层老年
太极拳爱好者健身和参加比赛交流的需
求。⑥9

本报讯（记者 李悦）10月 23日，第十
五届世界武术散打锦标赛在上海闵行体
育馆落下帷幕。代表中国参赛的塔沟武
校学员申国顺、李玥瑶一路过关斩将，最
终获得了男子 56 公斤级和女子 52 公斤
级冠军。

由国际武术联合会主办的第十五届世
界武术散打锦标赛，是今年级别最高的武
术散打赛事，共有来自 102个国家和地区
的 10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加，参赛人数达

历史之最。本届比赛设武术套路和散打两
个项目，其中散打比赛包括男、女 18个级
别。中国散打队的参赛队员，均是从 2019
年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的冠军中选拔而
来，所有队员均是国际顶尖水平。

作为塔沟武校培养出来的优秀选手，
参加男子 56公斤级比赛的申国顺以及参
加女子 52公斤级的李玥瑶，在各自级别里
都具备绝对优势。在每轮三局两胜的较量
中，他们绝大多数都取得了“12 分优势胜

利”。最终，申国顺和李玥瑶毫无意外地在
各自级别成功登顶。

据登封塔沟武校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次他们除了选派队员参加比赛之外，学
校的 200余名学员还在 10月 19日举行的
本届世锦赛开幕式上，参加了《大道之行》
《浩然正气》《武形音韵》《武术世界》等六个
节目的演出。学员们以行云流水、刚柔并
济的表演，向各界来宾展现了武术的魅
力。⑥9

10月 20日，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
霸赛河南省赛区决赛在郑州举行，河南科技大学大四
学生焦胜荣获“河南省棋王”称号。

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河南省
赛区共有 1100多名棋手报名参加，所有比赛均在 18个
省辖市体育彩票实体店进行。最终，19名棋手获得了
到省会郑州参加省级棋王选拔赛的机会。

本次比赛采用单败淘汰赛制，并邀请了河南省棋类
协会秘书长王聚群为裁判长，河南省棋牌院教练王宪英
为裁判员。20日当天，除 2名选手弃权外，17名选手齐
聚位于郑州市经五路与红专路口的4101050614体彩实
体店。

最终，来自开封市的焦胜获得“河南省棋王”称
号。“非常感谢体育
彩票开展的此次活
动，给我们这些象棋
爱好者提供这么好
的交流平台，希望今
后能在全国比赛中
取得好成绩，为河南
争光。”焦胜说。

（邹聪）

大四学生荣膺“河南省棋王”

□本报记者 曹萍 实习生 周玉琴

“自行车属于高耗材竞技体育项目，近年来，多亏
了体育彩票公益金的大力支持，我们才能专心训练、
用心比赛。”10月 24日，开封市体育运动学校，正带队
进行自行车有氧基础训练的教练员段亚东告诉记
者。该队自 2012年成立至今，拿到过世界青年锦标赛
第五名、亚洲杯场地自行车冠军等，是省队的人才摇
篮之一。

开封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王保赞告诉记者，不只
是自行车，多年来，开封市的摔跤、足球、划船等竞技
体育优势项目，在体育彩票公益金的大力支持下，也
都取得了亮眼的成绩——2018 年河南省十三届全运
会青少年组古典跤项目团体冠军、2018年全国摔跤锦
标赛冠军、2019年河南省校园足球“省长杯”暨校园足
球夏令营最佳阵容选拔赛初中男子组冠军……以足球
为例，开封市每年安排市本级 20％的体育彩票公益金
用于足球场地建设、校园足球、足球培训、足球赛事活
动等。

竞技体育成绩亮眼的同时，开封市的群众体育同样
搞得如火如荼。截至 2018年底，在体育彩票公益金的
大力支持下，在全市建成了 1900多个农民体育健身工
程，337条全民健身路径，达到了乡镇体育工程、城市社
区健身设施全覆盖。同时，还多次承办或主办郑开国
际马拉松赛、河南省民俗民间体育大赛、开封市元旦越
野跑、全民健身日等一系列丰富多样的群众体育赛事
活动，有力推进了全民健身实施计划的贯彻落实。

健身设施不但要建好，更要维护好。“通过公开招
标，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让第三方负责市区内室
外健身器材的维护。”王保赞介绍，“为此我们成立了专
门的维修办公室，由专人负责监督管理这项工作。”

与此同时，文化底蕴深厚的开封，在体育彩票公益
金的助力下，近几年实施了“文化+体育”的专项行动计
划，使得风筝、围棋等民间民俗类传统体育项目得以迅
速发展。

体育彩票公益金，正在帮助开封体育实现“多面开
花”。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 通讯员 祝婕）
2019年全国毽球锦标赛10月 20日在深圳
落幕，河南毽球队以两项亚军的成绩创造
历史最佳战绩。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
指导中心、中国毽球协会主办。比赛设毽
球、花式毽球、平踢毽球 3大项，共有来自

全国各地的 79支队伍、600余名运动员参
赛。

参加本次比赛的河南省毽球队由洛阳
毽球协会与郑州毽球协会选拔的 15名队
员组成，共参加3个项目的比赛。经过4天
的激烈角逐，河南队在竞技女子三人赛、平
推女子三人赛中均夺得亚军，创下我省参

加全国锦标赛以来的最好成绩。
毽球运动群众基础深厚，我省在上世

纪 90年代初就成立了毽球协会，近年来该
运动更是发展迅速，不仅各级赛事众多，在
全省民间传统体育大会、全民健身日主题
展示等活动中也都有毽球的身影，有力推
动了该运动在全省的开展。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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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争冠和保级 建业要搅动联赛“风云” 体彩公益金
助开封体育“多面开花”

焦作迎来全国老年人
太极拳邀请赛

全国毽球锦标赛 河南俩亚军创历史最佳

世界武术散打锦标赛 河南选手勇夺两金

□本报记者 李悦

随着 10 月 20 日主场 1 球力克重庆斯
威，积分已经达到 33 分的河南建业，最终
提前 4 轮完成了中超保级的任务，而放下
包袱的他们，接下来也“意外”地成了决定
联赛大势的关键性角色。无论是志在夺冠
的广州恒大，还是拼死保级的天津天海以
及深圳佳兆业，要想实现目标，都要看建业
的表现。

刚刚经历亚冠恶战的广州恒大，目前在
中超联赛里只领先上届冠军上海上港3分，
接下来两队还将在第28轮有一次直接过招
的机会。巧合的是，去年两队同样在第 28
轮展开了一次殊死较量，结果拥有魔鬼主场
的广州恒大最终以4∶5输给了上海上港，一
下让上港的领先优势扩大到5分，基本确定
了冠军的归属。因此，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10月 27日主场与河南建业的第27轮联赛，
广州恒大也是志在必得。不过，面对建业这
种以防守反击为主的球队，如今的恒大已经
全然没有了以往的霸气，本赛季他们就先后
在北京人和及武汉卓尔身上翻过船，再加上
一周双赛后体能上的劣势，作风顽强的建业
也并不是没有客场爆冷，从而搅乱争冠形势
的机会。

在影响了争冠局面后，接下来的两轮河
南建业就将真正进入保级“判官”的角色，球
队将在第 28轮主场迎战天津天海，第 29轮
客场挑战深圳佳兆业。在北京人和已基本
锁定了一个降级名额后，目前天津天海和深
圳佳兆业间的保级竞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
阶段，而他们与建业的比赛结果，极有可能
将决定着一个赛季的成败。

虽然，建业在成功保级之后，外界对球
队的斗志报以一定的怀疑，但是从目前俱乐
部的举措来看，建业显然不想在接下来的三

场关键之战里扮演可有可无的角色。就在
10月 22日，建业对上一轮因为严重犯规被
红牌罚下的队长顾操开出了重磅罚单，罚款

20万元人民币，并下放预备队的处罚决定，
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整肃军心的作用。
再加上此前建业主帅王宝山已做出过要打

好接下来每一场比赛的表态，因此秉承“为
胜利而超越”精神的建业，未来三轮必定会
搅动联赛的“风云”。⑥9

靠着卡兰加等外援的出色表现，建业本赛季战绩不错。⑥9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一年四季产香菇 程湾群众真幸福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尽管已是深秋时节，但和煦的阳
光让桐柏山区有着春天般的温暖。
10月 23 日上午，何义章来到村头的
香菇种植基地大棚察看。“这个基地
可种植袋料香菇20万袋，村民们都很
开心！”何义章指着大棚里一排排养
菇架子告诉记者。

何义章是桐柏县程湾镇栗子园村
的党支部书记，谈起种香菇的事儿，老
何很有激情：“我们这儿非常适合种植
食用菌，像这样的香菇种植基地，我们
镇就有6个，加上散户种植，总规模达
500万袋以上，仅此一项群众可净增收
1700多万元。”何义章说，过去种植香
菇村民操心得很，自从艾庄村建起了
国内一流标准的菌棒加工基地，现在

种植香菇，省事、省时、省心，村民们种
香菇的积极性更高了。

在镇党委副书记谢非和何义章
等人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艾庄村菌
棒加工基地。该基地占地50余亩，一
期工程投资 1600 余万元，配套建设
有预湿车间、生产车间、养菌棚等设
施。目前，同等规模的菌棒加工企业
全国仅 5家。基地的投入使用，一举
改变了香菇传统种植模式，使当地的
香菇生产由农户单一种植发展为工
厂化、自动化、标准化生产。该基地
一年可养菌4茬，养菌周期由10个月
缩短为3个月，一年四季均可出菇，还
可大幅提高装袋率和菌袋质量。基
地年产菌棒 600万袋，可满足全镇及
周边菇农的生产需求。

程湾镇党委书记卢鹏告诉记者，
作为全镇的香菇产业“龙头”，菌棒加

工基地帮带贫困户的效果非常显著，
目前基地已与全镇552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签订了产业帮带协议，实现全镇
产业带贫项目全覆盖，每年可为每户
贫困户分红500元，并持续分红3年，
从而有效拓宽了贫困群众的增收渠
道。该基地以“出售保护价”“收购保
护价”等方式，最大限度降低贫困户
种植风险系数，打消贫困户产业发展
顾虑。同时，鼓励有条件的行政村以
入股或提供场地形式参与到香菇产
业中来，由基地为各村分红作为村级
集体经济收入，用于村级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公益事业发展等。为进一
步增加香菇产业附加值，镇里正在引
进一批香菇深加工企业，彻底打消群
众对发展香菇产业的顾虑，真正把香
菇产业作为富民强镇的主导产业来
抓。

磨沟办起“旅游周”小村富美乐悠悠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碧波荡漾的水库美景，琳琅满目
的土特产品，色香味俱佳的农家菜，
引人入胜的曲剧，承载童年记忆的文
体活动，美丽的荷塘月色……最近几
天，在南阳市桐柏老区新集乡磨沟
村，丰富多彩的金秋旅游周主题活
动，为这个偏远的山村带来了旺盛的
人气，家家户户忙待客，村民个个笑
开颜。

“感谢党和政府，把俺村建设得
这么好！在家门口就能看大戏，真是
做梦都想不到啊。”李明兰老人笑得
合不拢嘴。在金秋旅游周期间，新集
乡邀请南阳市曲剧团来到磨沟演出，
精致的舞台道具，演员们的倾心演
出，引得现场观众热情高涨，声声喝

彩传递出村民内心的喜悦。
有机猕猴桃、粉白的冬桃、橙红的

柿子、红籽石榴、金灿灿的黄金梨、桐
柏木瓜、桐柏大枣，野葡萄酒、野生蜂
蜜，传统手工干薄饼、手工点心……当
地采摘的果实、现做现卖的副食品，
让人垂涎，引得游人驻足品味，啧啧
称赞。

在旅游周期间，磨沟村开展了特
色农副产品展销活动，文化搭台，经
贸唱戏，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贫困
户魏广云，仅靠出售特产面食一项，
日均收入就达百元，他高兴地说：“摘
掉贫困帽子已不成问题，我还要争当
致富带头人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
话已在磨沟村得到印证。古寨,水
库，荷塘，木桥,登山步道，翠竹，鲜
花，这一切,构成一幅幅山区村落最

美的风景线。在磨沟，游人在享受自
然风景同时,还可追忆无忧无虑的童
年时光。

在磨沟村，你可以三五结伴，抑
或带上亲朋好友、老人孩子，感受红
色文化的独特魅力。红军长征的故
事在这里传颂着，英烈的精神一直鼓
舞着勤劳勇敢的磨沟人民，在决胜脱
贫攻坚的战役中奋然前行。

“山水磨沟，天然氧吧。”作为南
阳市“十大美丽乡村”的磨沟,这里群
山环抱,景色宜人；这里文化厚重，经
久弥新；这里民风淳朴,热情好客。
据统计，旅游周期间前来该村的游客
达到 3.6万人，农产品销售及农家乐、
民宿收入 15万元。这让十里八乡的
群众真切感受到了脱贫之后乡村振
兴的广阔前景，激发了桐柏老区人民
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洛阳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经洛阳市人民政府批准，洛阳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
式出让以下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并委托洛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
规划指标要求（详细要求见规划技术

要点通知书）。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存在土地违法、违规、违约等行为的除
外（详见《出让须知》的要求）。申请人
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联
合申请竞买的，要在联合竞买协议中

明确各方出资比例及签订出让合同时
的受让人为联合体或新成立的公司。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在互联网上交易，即通过洛阳市公
共资源网上交易系统（http://www.
lyggzyjy.cn）进行。凡在洛阳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办理数字证书，并按要
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均
可参加网上挂牌出让活动。申请人须
提交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
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及
商业金融机构的资信证明。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
得人。

四、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
料和具体要求见《洛阳市网上挂牌出
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规则》和
出让地块的网上挂牌《出让须知》等文
件。申请人可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
17时前登录洛阳市公共资源网上交易
系统，浏览或下载网上挂牌出让文件，
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网
上竞买。

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竞买保证金到
账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25 日 17
时（竞买保证金须按网上交易系统生
成的保证金账号交纳，保证金账号为
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指定的洛阳
市地产交易服务中心专户）；网上挂牌

报价起始时间为 2019年 11月 17日 9
时，截止时间依次为 2019 年 11月 27
日 10 时、16 时。挂牌报价时间截止
时，经系统询问，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
续竞价的，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
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五、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网上挂牌时间及其他事项如

有变动，以网上交易系统发布的通知
为准。

（二）竞得人应当在网上挂牌出让
结束后 2个工作日内办理成交手续，
逾期由竞得人承担相应责任。

（三）LYTD-2019-41、42地块均
为有底价挂牌。

（四）如对上述地块权属情况有异
议的，请与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

六、联系方式
出让方：
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0379-63305876
承办方：
洛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0379-69921078
数字证书办理：
0371-96596转人工服务

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 10月25日

编号

LYTD-2019-41

LYTD-2019-42

土地位置

瀍河区安居
路与中州东
路交叉口东
北角

伊滨区玉泉街
与兰台路交叉
口东南角

土地面积
（㎡）

48763.893

66012.5

土地
用途

居住兼
容商业

居住兼
容商业

规划指标要求

1.0≤容积率≤3.5
建筑密度≤25%
绿地率≥35%

1.0＜容积率≤3.0
建筑密度≤20%
绿地率≥35%

出让
年限

住宅70年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商业40年

起始价
（元/
㎡）

5655

3285

保证金
（万元）

27575.9815

21685.10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