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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高考已经结束，
2020 年全国高水平运动队招
生高校有 283 所，其中开展足
球项目招生的高校有 188 所，
比 2019年增加了 7所，足球踢
得好也能上大学。

2018 年足球项目高水平
运动队招生高校增至 153 所，
2019年增至 181所，2020年增
至 188 所，从这个上升趋势可
以看出，用校园足球撬动竞技
足球发展的用意很明显。

不仅如此，2020年 1月，教
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公布
2020 年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
队技术调整结果的通知》中，也
特别指出“举办橄榄球、龙舟、
棋（牌）类、定向越野、手球、垒
球、射击、赛艇、攀岩、健美操等
10项生源不足或能从普通在校
生中选拔培养的高水平运动队
项目，要逐步停止高水平运动
队招生，向足球等国家重点发
展项目、校园普及性较强和增
强体质效果较好的项目进行调
整，2021年前要全部停止招生
或调整到位”。

走在全国前列的河南校园

足球，也在稳扎稳打地推进校
园足球的发展。目前，河南有5
所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高校，分
别是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
理工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和河
南财经政法大学。

据了解，2020年郑州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男子足球计划招
生 0—10人（守门员 0—1人）；
河南理工大学高水平运动队计
划招生 60人，男子足球 0—11
人（其中守门员 0—2人）；河南
师范大学高水平运动队计划
招生不超过 22 人，男子足球
0—11人、女子足球 0—11人；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高水平运动
队计划招生 62人，男子足球项
目招生11人。 （校足办）

本报讯（记者 李悦）7 月
15日晚，坐镇航海体育场的河
南建业，与老熟人张外龙率领
的重庆力帆进行了一场热身
赛。最终，主场作战的建业以
0∶1不敌对手，这也是球队今年
热身赛的第二场失利。

由于 5名外援刚刚坐包机
回国，还处在隔离观察阶段，因
此这场热身赛重庆力帆是以全
华班出战。有鉴于此，建业本
场比赛也只是派出了伊沃和卡
兰加两名外援，另一外援多拉
多并没有出现在比赛阵容当
中。 实力占优的建业，在比赛
中占据了一定的主动权，但缺
少了多拉多的策应，在进攻上
却迟迟打不开局面。反倒是重
庆力帆，利用建业后场的一次

传球失误，由冯劲在上半场结
束前，打进了本场比赛的唯一
一粒进球。

除了一球不敌重庆力帆
之外，本场比赛最让建业俱乐
部揪心的就是外援卡兰加的
受伤离场，赛后证实卡兰加需
要伤停三周左右，这也给建业
教练组带来不小的困扰。目
前，建业的三名在队外援中，
卡兰加和多拉多都曾有重大
的伤病史，在接下来赛会制的
联赛期间，如何保障球员的身
体健康，将是俱乐部着重考虑
的问题。好在，已经离队多时
的巴索戈，终于辗转回到了中
国，在结束了隔离观察之后，
他 将 与 球 队 在 大 连 赛 区 会
合。⑥9

建业热身不敌力帆
外援卡兰加受伤离场

足球项目招生高校已达188所

□本报记者 黄晖

“我们在省体育中心做轮滑项目已经有大概 10年左右了，
今年因为受疫情影响，我们的轮滑培训是从 5月中旬开始逐步
恢复的。”7月 14日晚7点多，雨后的省体育中心很凉爽，一大群
穿戴着轮滑装备的孩子们在教练的带领下喊着口号、重复着基
本动作，河南省领军轮滑俱乐部发起人贺清云对记者介绍：“这
些孩子是初级班的。”

受疫情影响，沉寂了 4个多月的省体育中心园区自 5月 18
日开放以来，入园健身群众累计超过了13万人次，日均2100人
次；随着中小学开始进入暑假，青少年体育培训再度进入“黄金
时段”。在场地设施齐全、青少年体育培训项目众多的省体育中
心，培训的孩子和不少“陪训”家长，让这波“培训高潮”体现得十
分明显。

“学员人数有没有受疫情影响？”记者问。
“我们不到两个月招生量是 200多人，其实是没有减少的。

我们觉得，疫情反而让家长更重视孩子的身体锻炼了。”贺清云
回答。

与此同时，在不远处的游泳跳水馆里，十几个五六岁的孩子
在岸边教练的指导下认真地“收、翻、蹬、夹”，随后依次跃入水
中，小脸上满满地洋溢着紧张和兴奋。

省体育中心主任黄礼说：“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孩子
也渴望出来活动，我们就抓住这个时机，把培训活动及时开展
起来。当然，安全一定要有保障，不间断消杀的同时 24小时监
测水质，科学调控泳池人数，每条泳道同时在水人数不超过 6
人。”

游泳馆外，一位在等孩子的家长告诉记者，自己的孩子练游
泳已经两年多了，虽然被疫情暂时中断，但游泳馆一开就马上回
来了，“疫情期间很多人都在说‘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我们心
里经常就会有种说不出的自豪，因为我们让孩子有了一副好身
体！”

近几年的“供需两旺”，让青少年体育培训项目更多、更专
业，器材、设施和场地更规范，教练员的水平也更高，而这一切又
进一步提高了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的整体质量。目前省体育中
心就能为青少年提供游泳、跳水、跆拳道、羽毛球、乒乓球、轮滑、
击剑、足球等10多种项目的培训服务。

黄礼认为，参加体育培训对于孩子们的意义，并不止于强身
健体：“我们的业余体校通过各项目培训，不但提高青少年体质
健康水平，减少电子产品对青少年身体的伤害，也能使青少年学
会一门终身受益的技能。同时，我们还会通过培训积极发现运
动苗子，为河南体育培养苗子、储备后备人才。”

“我们有河南省目前最专业的速度轮滑队伍。去年就有选
手在全国速度轮滑锦标赛上拿了冠军并且打破了全国纪录，成
为河南第一位打破全国纪录的轮滑选手。”贺清云也告诉记者。

除了健康、技能和上升空间，在教练员们眼中，这份送给孩
子们的“体育大礼包”，同时也是素质提升、人格塑造的极好途
径。

既惊险又精彩的跳水项目，是省体育中心在全省独家开展
的青少年业余培训项目，教练张淼说：“跳水项目能够磨炼勇敢
无畏的意志品质。比赛还能教会孩子们不怕竞争、尊重规则和
对手、勇敢面对挫折。”⑥11

暑假，送孩子一份“体育大礼包”

□本报记者 黄晖

7 月 15 日上午，2020“公益
体彩 快乐操场”（河南）第二阶段
评审活动在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进行，由省会媒体代表、体彩
机构工作人员代表以及体彩实体
店销售人员代表组成评审团，对
通过初审的101所学校进行了分
组评审。

613 所报名学校创
历年之最

从5月 20日到 6月 19日，在
一个月的报名时间内，就有来自
全省的613所学校通过河南体育
彩票网“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报
名平台进行申请，为历年报名学
校数量最多的一次。所有报名学
校都对学校基本情况和体育教学
工作做了详细介绍，并上传了学
校照片。基层学校对于体育教学

设备的需求，让“公益体彩 快乐
操场”成为深受大众认可和热捧
的公益项目。

34所拟捐赠学校将
于近期公布

6 月 20 日开始，2020“公益
体彩 快乐操场”（河南）活动进入
评审工作。评审共分为初次评审
和二次评审两个阶段。初次评审
从 613 所报名学校中评选出了
101所学校进入二次评审。7月
15日的第二阶段评审，由评审团
对通过初审的101所学校进行了
分组评审。

据河南省体彩中心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二次评审后，评审组将
计算每所学校的评审得分，按照
评审规则，确定 2020年“公益体
彩 快乐操场”拟捐赠名单。

据悉，依据评选结果，各省
辖市体彩分中心工作人员将分

别对拟捐赠的 34所小学进行实
地考察和评估，对不符合捐赠
条件的学校进行调整。考察结
束后，依据考察结果，8 月初，
2020“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河
南）最终受赠学校名单，将通过
河南体育彩票网、“河南体彩”
官方微信进行公告，器材配送
和捐赠工作也将陆续展开。在
这里，提醒各位报名参加今年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捐赠的
朋友，近期请保持通信畅通，便
于体彩分中心的工作人员第一
时间进行联系。⑥11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评选工作顺利进行

初练轮滑的孩子们。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一、企业简介

河南神马印染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

为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

公司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尼龙新材料产业

集聚区，注册资本 2亿元。印染项目是中国

平煤神马集团尼龙产业链关键环节，对巩固

尼龙产业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选聘职位及聘期

河南神马印染有限公司总经理1名。每

届聘期3年。

三、资格条件

（一）政治立场坚定，遵纪守法，无不良

行为记录。

（二）具有纺织、印染专业全日制大学专

科及以上文化程度。

（三）集团内部人员需具有集团中层副

职三年以上任职经历；集团外部人员需有国

内大型知名印染企业生产、技术、经营管理

岗位中层三年以上任职经历，现任高级管理

人员优先。

（四）年龄在 35至 60周岁之间，身体健

康，能够担负繁重工作。

（五）受党纪政纪处分，仍在处分影响期

限内的不得报名。

四、管理及待遇

（一）实行聘任制和契约化管理。权利

和义务在《聘用协议》中约定，薪酬考核办法

在《经营业绩目标责任书》中明确。

（二）实行差异化的薪酬机制。薪酬由

基础年薪、补贴和超利润分成构成，根据任

期经营业绩考核情况兑现。

五、报名

（一）报名时间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接受报名，截止时间

2020年 7月 30日。

（二）报名方式

1.网上报名：

请应聘者将所有提交的表格和资料制

作成一个 WORD或 PDF文档（文件名称的

命名方式：“姓名+应聘岗位”），发送至中国

平煤神马集团电子邮箱:pmsmgbk@163.

com。

2.现场报名：应聘者可直接前往中国平

煤神马集团现场报名。

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矿工中路

21号院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主楼308房间

联系电话：0375-2723185

接 待 时 间 ：（工 作 日） 9：00-11：30

15：00-17：30

（三）报名注意事项

报名需提供报名表、本人身份证、毕业

证、任职文件等材料原件、复印件各一份，近

期 2寸免冠蓝底彩色照片 3张。报名表请到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官方网站下载（http://

www.zgpmsm.com.cn/）。

六、选聘程序

选聘工作按照报名、资格审查、综合能

力测试、组织考察、董事会聘任等程序进行。

特此公告。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2020年7月 13日

河南神马印染有限公司

市 场 化 选 聘 公 司 总 经 理 公 告
根据工作需要，经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党委研

究同意，河南神马印染有限公司面向全国市场化

选聘公司总经理1名。现公告如下：

7·19 电信5G会员日

中国电信 5折福利来袭，你想要的这都有
福利第一弹

PLUS会员年包5折购

都在感叹买东西没有优惠
PLUS会员年包5折购给你实惠
7月 19日 00：00-23：59，所有中国电信移动

用户通过“中国电信 5G会员”小程序，订购 PLUS
会员年包限时5折，只需99元，特邀用户享受0元
订购（“特邀用户”：5G套餐399元以上用户）。

不限名额的哦

福利第二弹
会员专享特惠购

炎炎夏日，喝着酸奶打游戏不爽吗？
爱豆同款酸奶，5G会员或 PLUS会员 5折就

能拥有！
7月19日 00：00-17：00，前30万名中国电信

5G会员用户或PLUS会员年包订购用户可以5折
购伊利安慕希酸奶，每人限购1箱；30万名以后中
国电信 5G会员用户或 PLUS会员年包订购用户
享受 6.9折购伊利安慕希酸奶，每人限购 1箱；所
有中国电信移动用户，享受6.9折购伊利金典纯牛
奶，每人限购1箱。

福利第三弹
京东好物折扣购

这里，爆品集聚

这里，价格特惠

7月 19日 00：00-23：59，所有运营商移动用

户通过京东好物街小程序领券后可享受

5折购京造电动牙刷；5折购无线蓝牙耳机；

7.3折购2500mA充电宝

5折购 PLUS会员年包，5折购安慕希酸奶、

京东好物折扣购

7月19日，等你！

5G商用一年有余，中国电
信正着力打造一张广覆盖、高速
率、低成本、优体验的安全的5G
精品网络。截至今年上半年，中
国电信累计发展 5G 套餐用户
已达 3000多万，尤其是近几个
月以来月均增速超过 500 万
户，无数消费者通过电信 5G开
启了美好生活的新时代。

2020年已经过去一半
你们下半年有什么要实现

的小目标吗
我的小目标就是让更多的

人成为电信5G会员
因为电信5G会员有很多意

想不到的福利
特别是在 7·19 电信 5G 会

员日这天
我们更是奉上了诚意满满

的福利活动 更多细则请咨询客服10000或登录“中国电信5G会员”小程序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