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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健身器材，“看得见，摸得着”的体育彩票公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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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晖

说起体育彩票公益金的用途，
许多人并不是特别清楚，不过，这种
情况正随着体育彩票事业的发展以
及体育彩票公益金在群众体育事业
中日益重要的作用而改变。如今在
河南，随处可见的健身设施、健身步
道、体育公园、健身广场等免费、方
便、实用的健身活动器材和场所，这
些公共体育设施的资金来源即是体
育彩票公益金。作为体育事业的重
要资金来源，体彩公益金的助力让
全民健身活动精彩纷呈、形式多样。

在体育彩票公益金的支持下，
河南省全民健身基础建设成果显
著。据河南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相
关负责人介绍，十三五期间，河南充
分利用各级体育彩票公益金，重点
推进“两场三馆”（体育场、室外体育

活动广场，体育馆、游泳馆、全民健
身综合馆）建设。目前全省已建成
两场三馆总数为 459个，全省各类
体育场地达到 21.4万个，城市社区
体育健身设施覆盖率达到 90%，在
全省初步建成 15分钟健身圈。乡
镇 体 育 健 身 设 施 覆 盖 率 达 到
100%，行政村体育健身设施覆盖
率达到93%。

体育彩票公益金除了在进一步
完善群众健身基础设施建设上发挥
作用外，还依托各地优势体育资源，
为搭建丰富的群众赛事和活动平台
服务。目前，我省打造出一批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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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全民健身品
牌赛事。这些以体育彩票公益金作
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品牌赛事，不仅
成为城市的新名片，在增强老百姓
身体素质的同时，也增加了大家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

助力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和赛事
举办，让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作用在
群众体育中“看得见，摸得着”。在
体育彩票公益金的支持下，河南还
积极推进“体医融合”，支持部分地
区试行医疗体检机构引入国民体质
测定，进一步提升了河南省全面健
身公共服务效能。⑥11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体彩实体店人气渐渐旺了起来。在
复工复产向达产增效过渡过程中，
体彩机构通过资金补贴等多种形式
的关爱与利好，助推了彩市的逐渐
回暖，尤其是彩票产品方面，及时的
推新与派奖促销，让广大代销者迅
速找回状态、提振信心。其中，体彩
即开票“锦鲤”的上市及“购彩遇锦
鲤好运又有礼”活动的火爆开展，在
这个夏天掀起的热浪席卷全国彩
市。

按照“购彩遇锦鲤好运又有
礼”原来的活动计划，从 5 月 15 日
09：00：00 开始，截止到 6 月 21 日
23：59：59，只要购彩者在体彩实体
店购买任意面值的“锦鲤”即开票，
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鸿运”字样，
即可获得面值 1000 元苏宁卡一
张。活动开展后，市场反响热烈，所
以电商卡发放的速度也十分惊人，
到6月 3日，随着最后一张千元电商
卡被领取，“锦鲤”即开票活动原定
的 8000 份奖品全部派发完毕。“购
彩遇锦鲤好运又有礼”随后紧急追
加了2000份奖品，给这阵“锦鲤”热
又添了一把火。

在体彩实体店经营从复工复产
向提质增效过渡阶段，即开型体育
彩票在弘扬公益主题、宣传体彩品

牌、拓展购彩群体、提升购彩体验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天津体彩代销
者程丛乐说，如今“锦鲤”是其实体
店最受欢迎的票种：“这次活动对购
彩者来说很有吸引力，‘锦鲤’现在
是我拓展新客户的最佳帮手。”“锦
鲤”的上市也让一些原本依赖竞彩
的实体店在即开票销售上大有突
破，有效缓解了经营压力。截至 6
月 7 日，“锦鲤”在全国共中出 3 个
20元“锦鲤”100万元大奖、26个 10
元面值“锦鲤”25万元大奖，22个幸
运儿刮出5元面值“锦鲤”10万元大
奖，同时各种千元、百元的中奖佳音
更是不计其数，累计兑付中奖奖金
逾4.6亿元。

这个夏天，“锦鲤”这款寓意吉
祥的即开票用一场鸿运之旅让购彩
者开启幸福之门，它也让代销者找
到实体店疫后逆袭的发力点。

（丰佳佳）

本报讯（记者 李悦）6月 12日，
在天津奥体中心体育场，凭借着两
位巴西前锋多拉多和卡兰加的进
球，河南建业客场以 2∶0战胜天津
泰达，用胜利结束了第一阶段的热
身赛。

同天津泰达的这场比赛，是建
业队热身计划中的第四场比赛，也
是唯一一场客场比赛。早在两周
前，双方曾在航海体育场进行了首
回合交锋，当时建业队上半场就由
多拉多和卡兰加携手打进三球，最
终以3∶2获胜。

此番再度交手，建业主帅王宝
山继续沿用上半场主力、下半场替
补的思路。锋线上多拉多和卡兰加
再度联袂出场，而他们也延续了之

前面对泰达时的良好状态，15分钟
内就先后攻破了泰达队的大门。

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除了
两个前锋状态神勇之外，两个边后
卫的表现也十分出色，正是柯钊、罗
歆两人一左一右两次高质量的传
中，才帮助两位外援实现了进球。
未来几个赛季，这也将是建业队的
重要进攻手段之一。

4场热身赛 3胜 1负的成绩，也
证明球队这半年的集训是卓有成效
的。与天津队的这场比赛之后，建业
的热身赛计划也告一段落，考虑到目
前中超联赛何时开赛，赛制赛程究竟
如何都依然是个“谜”。接下来一段
时间，教练组将一边带队训练，一边
再根据具体情况随时调整计划。⑥9

客场2∶0再胜泰达

建业热身赛胜利收官

体彩这条“锦鲤”助实体店逆袭

本报讯（记者 黄晖）6 月 13日，由中国体
育舞蹈联合会指导，河南省体育局主办，河南省
社会体育事务中心承办，河南省体育舞蹈运动
协会、嘻哈帮街舞协办的2020年河南省街舞线
上公开赛圆满结束。

本次赛事是我省首次以线上的形式开展街舞
赛事，自5月11日开始以来，吸引了全国近200名
选手通过网络的形式加入了海选赛的角逐。经过
裁判组评审，两个组别的32强分别脱颖而出。

6月 13日下午 3点，64名决赛阶段参赛选
手展开线上对决，并由“街舞爱好者”APP进行
直播，最终刘杨郡楠、张博、师晨凯获得U14组
前三名，仔仔、Olin、-NINJA获得成人组前三
名。两个组别进入决赛阶段的选手将有机会入
选我省街舞集训队。

2020年河南省街舞线上公开赛的决赛阶
段全程直播，吸引了五万多人在线欣赏。这是
河南省第一次线上直接对决的体育比赛，也开
了我省实时视频对决赛事的先河。⑥11

河南省街舞公开赛
“线上对决”开先河

□本报记者 黄晖

青少年体育培训既是全民健身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的重要渠道。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
表、中国女排队长朱婷在提案中说：“我
认为体育教育的‘关口’应该前移到学
龄前儿童，重视幼儿体育启蒙，早早在
小朋友心里种下参与体育的种子，让运
动成为伴随一生的习惯。这关系到每
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也关系到我们

全民族身体素质的提高。”在今年的全
省体育工作会议上，作为当前形势下市
场机制对举国体制的重要补充，依托青
少年体育俱乐部开展青少年体育技能
培训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也成为
今后的重点工作之一。

我省青少年体育培训近几年随着
社会力量的进入而渐渐热了起来。年
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整个社
会的运转节奏，也按下了青少年体育培
训的“暂停键”，如今疫情趋缓向好，那
些停摆数月的培训机构，怎么样了？

6月 12日，在位于健康路的辉煌乒
乓球培训基地，负责人张辉告诉记者：

“往年这个时间，我们的学员出去打基
地赛、冠军赛之类的分站赛都打好几站
了，可现在，恢复训练还不到俩星期
呢。”办公室门外，是久违的乒乒乓乓的
练球声。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健身房、
体育场馆都陆续打开了大门。5月下
旬，随着中小学校陆续复课，细心的人
们会发现，孩子们的身影也重新出现在
了冷清多时的体育培训机构门前。

形势虽好，安全无疑仍是重中之
重。

“个人防护、洗手、消毒、测体温，场
地、器材消毒，一样都不少。”张辉说。

同一天，在城市的另一端，位于淮
河路的乒乓星郑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
心训练基地，河南乒乓星体育科技有限
公司运营总监、乒乓星基地主教练张焱
也在为“安全”忙碌——接洽有关部门
的上门检查。

“登记、测温、消毒，我们全部都有
严格的操作程序，整个就是一套‘安全
模式’。他们就是来看看我们做得到不
到位，准备是否齐全。”张焱介绍。

安全带来安心，也带来了渐渐恢复

的人气。
张辉挺有感触：“刚开始来的也就

十个八个吧，后来大家看没啥事，人就
一点一点上来了。门口健康路夜市刚
复业时也没啥人，现在都‘爆’了。”

张焱也表示，受疫情影响，学员从
减员到恢复这个过程是必然的。

疫情防控带来的长时间停业，也给
众多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造成了不小
的压力，对于场地要求较高的乒羽培训
来说，首当其冲的就是场地租金。不过
在相关政策及倡议的影响下，两家机构
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房租减免。

经历疫情洗礼的青少年体育培训，
能否走向更健康的未来？

张辉说：“这场疫情会让更多的人
看到增强体质的重要性，你综合体质
差，可能就会影响你对病毒的免疫力。
疫情之后，增强体魄的健身需求应该会
给整个行业带来更多机会。”

张焱对市场的乐观，则来自复业两
周的观察：“仅仅两个星期，人数的增加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能明显感受到家长
们对孩子体育锻炼的重视，对健康的认
识与疫情之前有明显的不同，更积极，更
重视，更愿意投入，相对于学习而言，体
育锻炼的重要性有了明显的提升。”⑥11

参加乒乓球参加乒乓球
培训的孩子们培训的孩子们。。
赵原辉赵原辉 摄摄

销售热线电话 400 819 33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