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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悦）5月 16日，以“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时代”
为主题的2021徒步河南·全民健身旅游大会在登封摘星楼风景区
鸣枪开走。

本次活动是由中国郑州国际徒步大会组委会主办，河南省宣
企业策划有限公司、登封市大熊山森林公园有限公司、登封摘星楼
风景区承办，共有来自全省的 2400多名徒步运动爱好者报名参
加。参加活动的徒步爱好者，通过景区内的5公里健身步道，感受
大自然的壮丽景色。其间，他们还前往豫西抗日根据地皮定均司
令指挥部学习了红色革命精神。

据赛事主办方介绍，这次全民健身旅游大会的徒步活动，不设
比赛名次，其目的就是营造积极向上的健身氛围，引领广大群众参
与全民健身运动，并推动形成体育运动与旅游相结合的新业态，最
终促进全民健身与旅游事业协调发展。7

全民健身重归火热现场
2021年河南省全民健身月启动

2021徒步河南·全民健
身旅游大会鸣枪开走

5 月 10 日，超级大乐透迎来“10 亿元大派奖”的第 14 期开
奖——第 21052期前区开出号码“02、11、13、14、30”，后区开出
号码“09、12”。当期全国共开出6注一等奖，河南购彩者李先生以
一张 36元的胆拖票，中出 1注一等奖，并于次日到河南省体彩中
心领取了奖金。

李先生是个 1995年的小伙儿，年纪不大，但已经是拥有四年
彩龄的“老”购彩者了。据了解，他一开始只买顶呱刮即开型彩票，
并不知道彩票的种类繁多、投注方式多变，后来慢慢了解后，才开
始买大乐透。

“我平时最喜欢打复式票，因为看到咱河南上一次中奖的就是
胆拖票中奖，所以昨天是第一次尝试胆拖投注，拖号都是随机选
的。”说起选号经验，李先生说：“平常买彩票基本上是自选，忙的时
候偶尔机选，没有什么投注技巧，就是看着走势图，追一下‘热号’

‘冷号’等，正常情况下每期都会买。”
开奖当晚，闲来无事，他用手机观看了大乐透开奖直播，本以

为中出了“5+1”，没想到中出了“5+2”一等奖，当时心情很激动，
立刻把好消息告诉了父母。

当前正值大乐透“10亿大派奖”活动期间，稍显遗憾的是，李
先生并没有追加投注，错过了拿更多追加投注奖金的机会，也与当
期2000万元的一等奖派送奖金擦肩而过。他说：“没想到自己会
中奖，虽然知道派奖活动，但没追加，略感遗憾。”

对于奖金的用途，李先生表示，这笔奖金不会影响生活，还会
继续正常上班，并且已经联系好了银行，先存一年定期，平复一下
心情，一年后再规划怎么使用。

超级大乐透 10 亿大派奖
活动已进入下半程，派奖奖金
依然丰厚，期待收获这份幸运
的购彩者不妨到附近的体彩店
试试运气，一起分享派奖活动
带来的快乐与惊喜吧！（彩文）

首次尝试胆拖投注
河南小伙喜提大奖

□本报记者 黄晖

“去年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省
体育战线着眼群众健身健康需求，积极创
新方法，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线上、线下全
民健身赛事活动，开创了全民健身赛事新
方式，打造了全民健身活动新引擎，为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提供了有力
保障……”5月16日上午，郑州奥林匹克体
育中心，2021年河南省全民健身月暨郑州
市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省体育局
局长万旭的致辞中拉开大幕。

启动仪式由河南省体育局、郑州市人
民政府主办，郑州市体育局、郑州市卫健
委、郑州市公安局承办。郑州市各区县
（市）代表和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爱好者
代表近4000人参与了现场活动，奥运冠军
贾占波还在现场宣读了全民健身倡议书。

每年 5月是河南省全民健身活动月，
为推动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启动仪式规格较
高、项目较多，活动分为开幕式现场展演
活动和奥体中心系列活动两部分。

开幕式现场展演活动包括 350人的
第八套健身秧歌、80人的老年体育模特
表演、50人的青少年轮滑表演，400人的
科学健步走表演，400人的广场舞表演；
奥体中心系列活动设置了群众喜闻乐见
的健康骑行活动、健步走展演比赛、轮滑
比赛、广场舞比赛等共计 3800人参加的
比赛、展演活动，健身爱好者参与热情高

涨，场面宏大壮观。活动现场，主办方还
举办了全民健身健康咨询，体育政策、法
规、科学健身方法等宣传，免费为广大市
民提供体质监测，受到市民一致称赞。

作为我省连续举办的第12个全民健
身活动月，本次活动是全民健身活动月启
动仪式在疫情之后首次回归线下。

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赵峻介绍：“每
年 5月全民健身活动月都会有隆重的启
动仪式，和 8月 8日全民健身活动日相呼
应，掀起全民健身活动的高潮。去年因为
疫情的原因，我们搞了小规模的线上仪

式。今年，在做好疫情防控的情况下，我
们的活动在新落成的郑州奥体中心举行，
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规模也比较大。”启
动仪式现场，前来参加活动的健身爱好者
也和记者分享了健身的乐趣。

“你看我像快七十岁的人吗？不像
吧，这就是参加锻炼的收获啊。我们协会
2000多人，像我这样的多着呢。”来自郑
州市老年人自行车骑游协会的林根春笑
着告诉记者，自己退休之后每年都要骑行
两趟长途，中国最北边的漠河、青藏高原
的拉萨全都去过，“我刚从贵州回来，将近

5000 公里，全程骑车往返，两个人一个
69、一个 78，一路翻山越岭、美不胜收，我
还拍了很多照片呢。骑车旅游累不累？
累！但是，累并快乐着！”

“接到展演任务后，我们就积极到各
个活动站点组织、教授，为了这个活动大
家热情特别高，认真学习、认真排练，所以
今天才会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呈现。很开
心，因为我们的宗旨就是服务健康、带来
快乐，引导更多的人加入全民健身。”已经
是第三次参加活动的红舞裙艺术团团长、
郑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的闵文红说。

来自荥阳茉莉之韵艺术团的刘红霞
自豪地告诉记者：“我们艺术团带领荥阳
市一大批中老年人参加健身活动，为他们
积极健康地进入优雅的老年生活打下了
基础。今天的现场活动气氛和效果都特
别好，无论是对提升个人身体素质还是精
神面貌都起到了鼓舞作用，国家在全民健
身方面下足了力气，我们一定会再接再
厉，让更多人加入健身队伍。”

“十三五”期间，河南县级以上体育社
会组织发展到4429个，29.2万名社会体育
指导员奔忙在全省城乡由近4.3万个健身
站点“织”成的健身服务网络之中，为群众
带来科学的健身理念和方法；2019年，河
南省举办县级以上赛事活动5000余场次，
平均每天都有十多场赛事在中原大地欢乐
绽放；2020年，“十三五”收官之年，全省城
乡 居 民 经 常 参 加 体 育 锻 炼 的 人 数 为
3505.4万人，人口占比36.5%。8

□本报记者 黄晖

“初中的时候开始打篮球，离开校
园，有了工作、家庭、孩子之后很长时间
没打。一直到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又
把这份热爱拾了起来。工作压力大，家
里的事情多，但每当我回到球场的时候，
真的很开心，很喜欢和姑娘们一起打球，
因为这份热爱。”5月 15 日，省体育中心
中奥篮球场，38岁、来自郑州女子篮球联
盟的邵艳对着记者侃侃而谈，在她身后
的一块篮球场上，JUSTBALL 一日赛正
在激烈进行。

JUSTBALL 一日赛是上海 ADRI-

ANA女子体育推出的赛事活动，郑州女
子篮球联盟是其郑州站赛事的合作主办
方。不过，不管赛事什么名头，记者现场
采访的最大感受是：对篮球的热爱才是最
重要的。

“我们合作主办一日赛，就是为了给
更多热爱篮球的女孩提供一个施展的平
台，让她们有一个可以打球的地方。我们
自己举办的赛事，今年 10月就是第四届
了。”郑州女子篮球联盟负责人帖昕然告
诉记者。

帖昕然说，郑州女子篮球联盟是由郑
州女性篮球爱好者自发形成的组织，自
2016年起以“郑州女子篮球联盟”的名称

活跃在郑州篮球爱好者之中。2018年举
办的第一届“风华郑茂”女子 4v4篮球对
抗赛。目前，这个郑州女子篮球的“群”常
规人数大概在300人左右，每周三和周日
是一个固定的约球时间。

1块场地、6支球队、交叉循环、每场比
赛 12分钟，参赛队员最大 38岁，最小 18
岁，上场是竞争激烈的对手，下场聊天、笑
闹秒变“闺蜜”……这就是“JUSTBALL一
日赛”——业余女子5v5篮球赛。由于赛
制设计淡化了比赛名次的概念，也没有比
赛奖金之类的设置，甚至，只需看看“对对
队”“OK队”“老女孩篮球队”这样的队名
就可以想象，这场比赛更像是一场热爱篮

球的姑娘们聚在一起的“欢乐篮球趴”。
6支报名参赛的队伍中，多数由来自

河南各地的上班族以及大学生组成，也正
因为如此，来自厦门的“Improvisation”
（名称源自“即兴球局”）队十分显眼。

“打球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我自
己平时做设计工作，颈肩腰腿其实都已经
不怎么好，通过打篮球就当锻炼身体了，
让自己能够活得更舒服一点。虽然一路
车马劳顿从厦门过来，但我们觉得篮球的
乐趣，是第一的。”队员吴清龄说。

“永远热爱篮球，永远年轻。”一支球
队在参赛留言里写道，这句话应该属于所
有热爱篮球的人们，无论男女。8

郑州，好一场“欢乐篮球趴”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孟向东 杜福建

初夏时节，走进桐柏县安棚镇，但
见道路纵横，企业集聚，香菇、茶叶等
特色产业基地“星罗棋布”，猪、羊、鸡
等各类畜禽养殖场六畜兴旺，各种运
输车辆车水马龙，“勾勒”出一幅幅乡
村振兴的生动画卷。

安棚镇党委书记李忠谦介绍，该
镇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把小城镇建设
作为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工
程，以产兴城、以城带乡，先后荣获“全
国重点镇”“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百强
镇”“省级卫生镇”“河南省文明村镇”

“南阳市五星级小城镇”等一系列荣誉
称号。

产城村一体
乡村振兴统筹规划

乡村振兴是个系统工程，必须统
筹规划，走活城乡融合之路。安棚镇
按照产城一体、镇村一体、以产带城、
以城促产、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思

路，制定完善了小城镇建设总体规划，
将整个镇区划分为工业区、商业区、商
贸区、居住区和公共服务区等5个既相
互独立又互有联系的功能小区。不断
创新城镇发展思路，短短数年，城镇面
积由 1.8 平方公里扩大到目前的 7.3
平方公里，吸引本镇及周边乡镇大批
群众到镇区居住、就业和创业;镇区常
住人口由 2000多人增至 2万余人，承
载就业(创业)和辐射能力明显增强，经
济发展更加活跃，区域性中心城镇的
地位和作用初步显现。

上下游一体
乡村振兴“引擎”给力
工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

和“助推器”。安棚镇始终把做大做强
辖区内碱硝化工产业与城镇化发展一

体规划、统筹推进。围绕服务碱硝化工
产业发展，该镇在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的同时，先后聘请省级专
业机构和天津化工设计院，编制了碱硝
产业发展规划，设计包装碱硝下游产品
40多个。在此基础上，围绕碱硝化工
产业延链、补链和发展配套支持产业，
建成了一批市场前景和成长性好的骨
干项目。把招商引资和人才回归、全
民创业结合起来，持续推进“对外开放
年”和“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年”活动，有
力推动了镇域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路网物流一体
乡村振兴货畅其流

健全完善基础设施是提高中心城
镇承载能力，打造优良营商环境，带动
乡村振兴的关键。“要想富，先修路。”

安棚镇累计投入小城镇建设资金 2亿
多元，形成了镇区道路“四纵四横”框
架格局。该镇把“四好农村路”建设与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全
镇累计建成镇村道路 170 多公里，形
成了省道、县乡路、镇村路、连组路互
联互通的大路网格局，12个行政村和
20 户以上自然村通村道路硬化率
100% ，12 个 行 政 村 客 运 通 班 率
100%，实现了群众“雨天不踩泥”的梦
想，获得了南阳市第一批“四好农村
路”示范乡镇称号。先后打通了镇区
通往外界的“南大门”“东大门”“西大
门”“北大门”，建成了南阳市唯一一家
拥有集装箱站台的桐柏安棚铁路货运
站公司。积极打造镇区互联网电商销
售平台，确保货畅其流。四通八达的
公路、铁路、电商构筑的交通物流网

络，为城镇化、化工产业和现代农业快
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城乡服务一体
乡村振兴惠及民生

优良的服务环境是增强城镇吸引
力、带动力的关键要素，是推进城镇化
的关键指标，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
义。安棚镇重点推进8项工程，全方位
提高小城镇服务水平。重点实施八大
工程：教育提升工程，新建、改建镇区
中小学校；医疗保障工程，新建、扩建
改造镇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实现了
小病不出村、一般病种不出镇；市场整
治工程，解决了街道杂乱、拥堵问题；
生活服务工程，为镇区居民群众提供
了休闲、健身、娱乐的好去处；环境卫
生工程，对镇域实行环卫物业化、网格

化管理；绿化美化工程，实现了“城在
绿中、路在林中、人在景中”生态建设
目标；街道亮化工程，实现了镇区太阳
能路灯亮化全覆盖；第三产业工程，通
过建成大型超市、物流公司等举措，以
三产促进稳定就业。

农林牧一体
乡村振兴“风光旖旎”
安棚镇依托区位地理和资源优

势，结合农民意愿，发展茶叶、食用菌、
林果、蔬菜、养殖等特色产业，推动农
民稳定增收。茶叶种植面积扩大到
9000多亩，全镇香菇种植规模达 400
万袋以上。一批养殖场和特色种植基
地初步形成，形成了龙头带头、千家万
户参与的农业产业化新格局。

“城镇和乡村是相互依存、相互促
进的。我们将坚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
镇化双轮驱动，通过加快城乡融合发
展，促进城镇质量提升与乡村振兴‘双
胜利’。”南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桐
柏县委书记莫中厚表示。

桐柏 中心城镇“身板壮”乡村振兴“绿富美”

朱亚娟，国内知名女律师，常年
奔赴一线。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倾听百姓声音，永远跟党走，致力于
用公平正义捍卫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朱亚娟的律师事务所，墙上挂
满的锦旗，记录着她每一次的服务和
每一次成长的脚步。朱亚娟说，“用
公平正义捍卫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这种坦诚的态度，往往会使急需援助
的当事人闻之落泪，也正是这种坦诚
的态度，让她赢得了更多当事人的信
任和肯定。

自执业以来，朱亚娟良好的工作
习惯和独特的思维模式，在律师界都
有较高评价，多年来参与办理过多起
轰动全国性大案要案，在社会上也有
一定的影响力。此外，朱亚娟还经常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对于新闻事
件的相关点评经常被全国各大新闻

媒体采用，得到众多网友的好评。
孟子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

济天下。”一名律师成长到一定高度，
她所追求的公平正义，更多的是实现
社会法治价值。朱亚娟经常说：“让
法治社会成为一种责任和信仰，我们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社会正气，
是我们每一位律师职业责任。”目前，
朱亚娟正在编写《亚娟有说法》案件
系列丛书，作为一名律师，职责就是
捍卫公平正义，推动社会法治的进
步，为社会法治建设作出应有的贡
献。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朱亚娟
带领律师事务所结合律师行业特点、
律师事务所工作实际，采取灵活多样
的方式，切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 （郭永亮）

捍卫公平正义 推动社会法治进步

“之前一直没过过母亲节，也没收
到过花，没想到项目部还想着给我们这
些一线建筑女工人过节，很感动！”接过
项目部管理人员送来的鲜花和礼物，
42岁的抹灰工吴红利脸上露出幸福的
笑容。

母亲节这天，中铁建设集团华中
分公司濮阳黄河滩区一期项目组织开
展“情暖五月天，感恩母亲节”活动，向

在工地兢兢业业工作的女性建设者送
去节日问候。“我们项目现在有45名女
性农民工，她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着不
同的愿景，从事着不同的岗位，相同的
是她们为家庭幸福和城市建设付出了
无数心血和汗水，希望通过今天我们的
小小举动，让他们感受到项目的温暖，
在工地度过一个幸福难忘的节日。”该
项目党支部书记郑桂彬说。（郑桂彬）

情暖五月天 感恩母亲节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核准，以下机构取得《经营金

融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关于颁（换）发《金融保险许可证》的公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原营销服
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73038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
险、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建筑工程保险、
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
舶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般责任保险、
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种植保险、养殖保险，代理国
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追偿及其委托的其他有
关事宜，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机构编码：000017410102001
成立时间：2005年1月10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西路220号裕达国
际贸易中心A座10层1005A室
负责人：张文生 联系电话:0371-60106043
发证日期：2021年4月7日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73056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
险、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建筑工程保险、
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
舶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般责任保险、
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种植保险、养殖保险，代理国
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追偿及其委托的其他有
关事宜，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机构编码：000017410100
成立时间：2006年10月30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25号第
4层419-420室
负责人：郜士鹏 联系电话:0371－60106606
发证日期：2021年4月29日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陇海
路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73034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
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
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

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核保，营销服务部可以打
印保单；经保险公司授权，营销服务部从事部分险
种的查勘理赔。
机构编码：000025410102002
成立时间：2004年2月9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陇海西路338号3
号楼2单元8层804号
负责人：屠冰 联系电话:0371-60116068
发证日期：2021年4月7日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二七
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73035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
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
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
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核保，营销服务部可以打
印保单；经保险公司授权，营销服务部从事部分险
种的查勘理赔。
机构编码：000025410103009
成立时间：2003年8月13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锦秀街13号4号
楼5层508号
负责人：张军 联系电话:0371-60116068
发证日期：2021年4月7日

河南佑康汽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122672
业务范围：在河南区域内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
收取保险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
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凭有效许可证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机构编码：210277000000800
成立日期：2018年9月17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66号 1号
楼12层1204号
负责人：张瑞强 联系电话：18538158949
发证日期：2021年4月29日

郏县公安局为民服务显真情
自公安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郏

县公安局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切实将教育整顿的成果转化
为主动担当、为民服务的生动实践。一
是高站位，统筹推进为民务实。该局牢
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

“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党史学习教育
和队伍教育整顿的重要内容；重点围绕

“我为群众送法制”“我为群众优服务”
等方面，细化 20项工作措施。二是听
民声，开门整顿广纳建言。坚持“开门
纳谏”，做到请群众参与、让群众监督、
由群众评判。基层所队通过入户走访、
问卷调查等方式征求民意。同时邀请
县人大代表、街镇干部等参加开门纳谏

座谈会，积极建言献策。三是携起手，
警民互动共建平安。该局敞开大门、面
向群众，积极构建警民良性互动关系，
推动警民携手共建“平安郏县”。在国
家安全教育日，各基层派出所“零距离”
为群众普及《反恐怖主义法》、讲授反恐
防恐常识和应急处置办法，详细讲解如
何防范网络电信诈骗，并开展现场模拟
演练。四是守初心，尽职尽责排忧解
难。在队伍教育整顿工作中，郏县公安
始终牢记“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
命，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同时，
依托中心区一体化防控，最大限度屯警
街头，采取就近布警，全方位提高出警
速度。 （柯志伟）

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大家谈”活动
鹤壁市鹤壁集镇多层次多形式开

展“话脱贫、感党恩、奋进新时代”主题
活动，引导广大群众知党恩、感党恩，进
一步坚定跟党走的信心决心，在脱贫新
起点上迈向更加美好的新生活。该镇
通过“户内结对谈、村里集中谈、镇里专
项谈”等多种形式开展“大家谈”活动，

主要引导脱贫群众、第一书记、致富带
头人、先进典型代表谈过去、看现在、想
未来、谋划产业、讨论典型事迹。通过
本次主题活动，既及时帮助贫困户解决
了困难，又很好地搭建了与困难群众沟
通的“爱心”桥梁。

（秦利征）

讲述“廉吏故事”激发为民情怀
为了进一步丰富党风廉政教育形

式，弘扬廉政文化，三门峡市陕州区西
李村乡纪委在全乡党员干部中组织开
展了“学习廉吏故事、恪守为民情怀”活
动，借历史上的廉吏故事陶冶党员干部
道德情感、激励高尚的道德行为、涵养
清正廉洁的价值观念，为“不想腐”营造
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该乡纪委精选
中国古代廉吏故事50个，有小官大德、

恪尽职守的清代知州许士正；有直言敢
谏、一心为国的武周宰相朱敬则；有身
系家国、尽忠有责的明代廉吏郑板桥
等。充分利用乡村党员干部会、微信工
作群、村务宣传栏和“村村响”广播等多
种形式，广泛宣传和组织学习古代廉吏
故事，用道理说服人、用情感打动人，用
故事在全乡党员干部中搭建起道理与
情感的沟通之桥。 （郑金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