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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众冰雪系列活动启幕

2019责任体彩行稳致远

创造新历史

河南小将入选冬青奥会出征名单

2019年即将过去，这一年，中国体育
彩票迎来全国统一发行25周年；这一年，
体彩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累计筹集公益金
超过5000亿元；这一年，是体彩提出责任
彩票建设的第三个年头，体彩以更健康、
阳光的方式让公益脚步迈向社会各领域。

回首近一年的责任彩票建设，体彩
净化了行业生态，提升了社会认可度，吸
引了更多理性购彩人群,为彩票市场“开
枝散叶”提供更良性的土壤、更坚实的基
础，促使行业的发展更趋理性。这些新
政新规，从长远看必将会促进我国的彩
票销售环境更加风清气正，彩票公益事
业更加健康和美好。

继 2017 年明确“建设负责任、可信
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的发
展目标，2018年科学制定并全面实施责
任彩票规划以来，责任彩票建设不断向
一线延伸，向纵深发展。全国各省（区、

市）体彩中心也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开展
责任彩票建设。河南体彩从省中心到市
分中心均成立工作小组，快速完成责任彩
票建设工作平台搭建。目前河南体彩建
立了省体育局、省体彩、市体彩和体彩实
体店之间的四级责任彩票机制，相互协
调，形成合力，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已取得
良好的社会反响。

2019年，中国体育彩票的一系列举
措和成果表明,体彩在“责任彩票”建设中
的方向是对的、行动是稳的、反响是好的，
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公众所认可。（石涛）

本报讯（记者 李悦）12月 22日，随
着冬至的到来，第六届全国大众冰雪季
暨“欢乐冰雪·健康中原”河南省第四届
大众冰雪系列活动开幕式也在洛阳伏牛
山滑雪度假乐园正式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
管理中心、河南省体育局主办，河南省社
会体育事务中心及各地体育部门承办，
将从2019年12月22日开始持续到2020
年 2月 16日。整个活动将分别在我省洛
阳伏牛山滑雪度假乐园等10家雪场和丹
尼斯大卫城滑冰场、华润万象城滑冰场两
家冰场举行。活动以“欢乐冰雪·健康中
原”等为主题，包含了大众滑雪体验、大众

滑冰训练营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冰雪活
动。活动期间各雪场还将推出门票优惠
政策，冰场将进行免费教学培训，以满足
我省广大群众对冰雪运动的需求。

为引领和带动更多的人群参与到冰
雪活动中，今年的河南省第四届大众冰雪
系列活动在前三届的基础上，大幅度增加
滑雪冬令营的数量，吸引群众参与。河南
省体育局还号召全省16家冰雪运动俱乐
部及相关机构组织开展90期大众滑雪冬
令营活动，并审核和选派省内优秀教练到
冬令营进行教学，以提升滑雪游客向滑雪
爱好者的转化率，进而拉动我省体育冰雪
消费，促进我省冰雪产业的发展。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12月 22日，记
者从河南省乒乓球网球运动管理中心获
悉，2019乒动中原“平顶山银行杯”河南
省第五届乒乓球大众公开赛总决赛，将
于 12月 26日在河南省体育馆开拍。届
时，从9站分站赛中脱颖而出的300余名
乒乓球爱好者将汇聚郑州，一较高下。

河南省乒乓球大众公开赛由河南省
体育局主办，河南省乒乓球网球运动管
理中心、河南省乒乓球协会等承办，今年
的赛事分为南阳、永城等9站分站赛和1

站年度总决赛，无论是分站赛数量还是
参赛人数均创历史新高，总决赛 26.7 万
元的总奖金，也创下历届赛事之最。

省乒网中心主任杨晓表示：“河南省
乒乓球大众公开赛是我省倾力打造的一
项立足河南大众，蕴含竞技体育、群众体
育、体育产业和体育文化元素的全民健身
品牌赛事，旨在为我省广大乒乓球爱好者
搭建一个切磋球技、展示风采、以球会友
的广阔平台，进一步推动河南乒乓球运动
的普及开展，提高大众的运动水平。”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12月21日，中国自由搏击职
业联赛2019赛季年度总决赛在深圳市宝安体育馆落
下帷幕。在这届中国自由搏击界的最高较量中，来自
登封塔沟武校的三名拳手均成功夺得了冠军。

中国自由搏击职业联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
运动管理中心主办，2019年度的总决赛设有“中国
自由搏击”和“中外自由搏击”两项赛事，共有 10位
国内最优秀的选手和数位国外传奇拳王，联袂贡献
了5场金腰带对决和3场中外超级对抗战。

河南的三名拳手，分别是参加67公斤级金腰带
争夺的唐尧，参加71公斤级金腰带比赛的刘云龙以
及参加 71公斤级中外超级对抗战的李迎港。凭借
出众的实力，唐尧、刘云龙在各自级别中均笑到了最
后。而在中外超级对抗战中，李迎港却与来自白俄
罗斯的明星选手法尔哈德陷入了苦战，好在依靠一
个有效击倒，李迎港成功战胜了白俄罗斯拳王，取得
了这场中外对抗的最终胜利。⑥9

乒动中原总决赛即将开拍

本报讯（记者 黄晖 通讯
员 闫书鹏）12月 22日，2019—
2020中国街舞联赛揭幕站的比
赛在厦门落幕，河南姑娘刘清漪
（右图）最终夺得第三名，有望进
入备战巴黎奥运的国家集训队。

本次比赛是国家体育总局
社体中心为备战街舞项目2024
年奥运会选拔国家集训队队员
的重要赛事，共设三个比赛项
目。来自河南新乡辉县的刘清
漪参加的是 Breaking 的 U14
组比赛，在男女同场竞技的赛场
上，她发挥出色，最终从 147名
选手中脱颖而出，夺得第三名。

由于本次赛事中的表现突
出者将有资格成为首批国家街
舞集训队储备队员以及首批国

家街舞俱乐部成员。所以，刘清
漪和另外两名杀入前八名的队
友，均有望进入备战 2024年巴
黎奥运会的国家集训队。街舞
项目在今年 6月经国际奥委会
投票表决，成为 2024年巴黎奥
运会的比赛项目。河南省社会
体育事务中心主任袁军表示，街
舞“入奥”为蓬勃发展的河南街
舞和优秀的河南街舞舞者创造
了冲刺奥运舞台的机会，河南体
育人也会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尽
早着手、尽快融入国家的奥运备
战之中，力争为中国街舞闪耀奥
运舞台做出“河南贡献”。

据了解，这是我省首次正
式派出队伍参加街舞项目的大
型赛事，在赛前专门集中进行

了二十多天的集训。赛后，省
社体中心、省体育舞蹈运动协
会等有关各方还会同全队上下
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分析形势、
做好准备，以利于河南街舞更
好地融入奥运备战。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2020年 1月
9日至 22日，第三届冬青奥会将在瑞
士“奥运之城”洛桑举行。近日，国家
体育总局也公布了中国代表团的出
征大名单，在这份 45人的大名单中，
就有来自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的河南
冬季项目跨界跨项选材运动员冉鸿
运，她也是首位入选冬青奥会中国代
表团的河南选手。

作为一项专为青年人举办的国
际赛事，冬青奥会也是全球最高水平
的冬季项目综合性青年体育赛事。
在这场仅次于冬奥会的大型国际赛
事中，中国体育代表团将派出45名运
动员参加19个项目的角逐。

今 年 只 有 16 岁 的 冉 鸿 运 ，在
2012年来到登封塔沟武校练习武术
套路，2018年 7月她又作为河南冬季
项目跨界跨项选材运动员被郑州大
学体育学院输送到了自由式及单板
滑雪国家集训队。由于身体条件不
错，冉鸿运被选入了自由式滑雪障碍
追逐项目队，并在2018年 9月前往新
西兰进行海外集训。接受正规训练
一个月后，在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强大
的后勤医疗保障下，冉鸿运很快就在

新西兰滑雪协会主办的国家青少年
锦标赛上崭露头角。在 129 名选手
参加的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赛中，她
一举夺得了第三名，这一成绩也让她
引起了新西兰籍主帅布拉德的关注。

“冉鸿运是个比赛型的选手，激
烈的赛事可以点燃她内心的斗志。她
身上不服输的精神，在竞速类项目中非
常重要，这能够让她在比赛中发挥自己
最大的能力。”在布拉德的重点培养下，
冉鸿运的水平也在飞速提高。今年年
初在美国集训期间，冉鸿运首先参加了
美国滑雪全国锦标赛的系列赛，最终位
列总积分榜第一名。接着，她又受邀参
加了美国国内最高级别的全国锦标
赛。并爆冷战胜了练习滑雪已有15年
的美国职业自由式滑雪运动员劳伦·萨
尔科，夺得了冠军。赛后，美国国家滑
雪队的教练直夸冉鸿运，称赞她是滑雪
界的天才选手。

在 7月份的全国二青会赛场上，
冉鸿运又代表河南获得了双板障碍
追逐赛女子个人以及混合团体的两
枚金牌。众多优异成绩，加上多次科
学细致的体能测试和复杂全面的专
项测试，最终，冉鸿运毫无争议地入

选了冬青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
加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项目的比拼。

冉鸿运的入选，对于在冰雪项目
刚刚起步的河南体育界来说，也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前，河南的冰雪

运动员还从没有人参加过如此重要
的国际性赛事，而这位16岁的小将则
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天赋，在河南冰雪
项目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属于自己
的印记。⑥9

河南天才小将冉鸿运（左一）。 本报资料图片

中国自由搏击职业联赛年度总决赛

河南仨拳手勇夺冠军
河南街舞姑娘有望“为奥运而战”

□本报记者 张永恒
本报通讯员 葛伟 蔡赟萍

这里，是尉氏西融北接的最前沿；

这里，是尉氏招商引资的主战场；

这里，是尉氏以业兴城的新地标；

这里，是河南健康医疗的示范区！

在被誉为“豫东明珠”的尉氏县，一个“主

导产业明晰、集聚效应凸显、承载功能完备、

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产业集聚区正呈现出

前所未有的发展气势！目前，尉氏县产业集

聚区已形成了“东纺织、南医疗、北家装”的产

业布局，活力充沛，态势强劲，成为加速领跑

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2019年 1-11月，尉氏县产业集聚区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180 亿

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50.6 亿元；税收收入

完成 4.8亿元。在开封市上半年“三区”观摩

考核中，尉氏县产业集聚区位居第一。

近年来，尉氏县产业集聚区先后被省政

府命名为“河南省中原纺织工业基地”“循环

经济示范区”“最具投资价值产业集聚区”“新

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河南省健康医疗器

械产业知名品牌示范区”，荣获省政府 2012

年度“先进产业集聚区”、2014—2018 年度

“二星级产业集聚区”。

区位优越 定位高远

尉氏地处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区，郑汴新区

和航空港区的融合区，河南自贸区的辐射区。

西依新郑国际机场和郑州高铁南站，日南高

速、商登高速、机西高速和开港大道、迎宾大

道、新107国道穿境而过。产业集聚区距航空

港区仅4公里，2分钟能上高速，10分钟可乘高

铁，15分钟抵达机场，30分钟可到郑州城区，

90分钟内航程能到达全国 2/3的主要城市。

尉氏县已成为全国各地投资客商青睐的“黄金

宝地”和人才集聚的“高地”，形成了优势产业

发展与高端人才集聚“同频共振”。

近年来，尉氏县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积

极抢抓郑州航空港区建设、郑汴港一体化发

展战略机遇，立足“郑汴一体化南部经济重

心、郑州航空港区东部创新高地、中原经济区

产城融合样板”三个精准定位，强力实施以产

兴城，以城促产，产城互动，积极推动绿色、智

能、技术“三大改造”，培育壮大了一批优势产

业集群，形成了“两组团、两轴线、六片区”的

特色产业集聚区。

“两组团”：以纺织服装为主导产业的东

组团和以现代家居、健康医疗设备为主导产

业的西组团。

“两轴线”：以省道102为轴线，链接东西

两个组团的产业发展轴；以“生态水系、文化

长廊”为轴线，链接公园、广场和城市商贸综

合体的生态发展轴。

“六片区”：即纺织服装、现代家居、健康

医疗、仓储物流、综合工业和配套生活服务六

个片区。

产业集聚 乘势而上

随着航空港区建设的快速推进，尉氏县

强力实施项目带动战略，以大平台推动大发

展，制定完善了税费征收、人才引进、项目服

务、质量提升、品牌创建等多项制度和措施，

形成了吸引各类高端企业的“强大磁场”。

2019年尉氏县引进省外资金 116.5亿元，实

际利用外资 7135万美元，进出口总额 7.3亿

美元。

做大做强优势主导产业是立区之基、

兴区之本。尉氏县产业集聚区以做大做强

做优纺织服装、现代家居、健康医疗三大主

导产业为重点，积极谋划实施重大招商引

资项目，完善产业链条，壮大产业规模。

2019 年尉氏县在开封市第 37 届菊花文化

节签约仪式上共签约项目 59 个，签约总金

额 531.7 亿元，涉及上市企业 3 家，行业龙

头 12 家，国内 500 强 1 家，世界 500 强 2

家,央企 2家。目前，尉氏县产业集聚区集

聚了三大主导产业。一是以鑫晟纺织、福

甬服装和昊昌科技为龙头，集聚了 65 家纺

织服装企业，形成了中部地区最为完整的

纺纱、织布、印染、制衣、纺织机械生产研发

一条龙的产业链条；二是以立邦、金盛达、

普莱特、碧桂园、盛世邦瑞、智慧家电为代

表，集聚了 58 家现代家居企业，共同构成

了家装、家具、家电为主的现代家居全产业

链；三是以优德科技园为先导，强力打造投

资 200 亿元、占地 5000 亩的豫港国际健康

医疗器械产业园项目，以优德科技园为龙

头，带动了牛氏、新中盟、豫优、中博、智优、

大宋制药等一大批健康医疗企业密集入

驻。目前，该区集聚了 25家健康医疗企业，

形成了集家用医用医疗器械、康复设备、药

品和健康服务管理培训于一体的大健康产

业链。集聚效应愈加凸显，已成为全省最具

投资价值、最具影响力的产业集聚区之一。

创新发展 更具活力

尉氏县强力实施企业分类划分，建立淘

汰常态化机制。把产业集聚区的企业划分为

一类企业挂牌保护、二类企业创新提升、三类

企业限期整改、四类企业清退出园区。尉氏

县产业集聚区的经验做法得到省发改委的高

度认可，并出台了《河南省产业集聚区企业分

类综合评价办法（试行）》，在全省产业集聚区

推广。

尉氏产业集聚区积极推动创新发展平台

建设，积极创建河南省健康医疗器械产业知

名品牌示范区和河南省高新技术开发区。截

至目前，尉氏县产业集聚区拥有各级各类平

台 33个，研究生实践基地 1家,市级科技孵

化器 1 家,高新技术企业 7 家,省级研发平

台 7家,市级工程技术中心 17家，市级科技

型中小企业 38家，省级智能工厂 1家，省级

智能车间 3 家，市长质量奖 3 家，新三板上

市企业 2家，企业上云 5家。实现了由传统

产业到高端产业的华丽转身，形成了特色鲜

明、优势凸显的现代产业集群，一个充满生机

与活力的现代新型产业集聚区正在中原大地

顺势崛起。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到“十三五”

末，尉氏县产业集聚区将乘发展盛势，与中原

经济区同频共振、与航空港区战鼓同擂，以更

高水平的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片生

机勃发、商机无限的中原投资热土，正以优良

的营商环境诚邀海内外客商到这里投资兴

业，共建共享，共创辉煌！

凝聚力量 铸就辉煌
——尉氏县产业集聚区发展纪实

健康医疗产业

纺织服装产业制衣车间

纺织服装产业纺纱车间

现代家居产业

尉氏县产业集聚区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