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发布《关于开展
2021 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试点县（区）、“满天星”训练营和改
革试验区申报工作的通知》。《通知》明
确提出：

1.凡符合《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基本标准（试行）》，按照《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创建指标体系》得分70
分以上的全日制普通中小学均可申报
特色学校；

2.特色学校申报按高中、初中和小
学 1∶3∶6的基本比例合理匹配，适当向
寄宿制学校和九年一贯制学校倾斜。

3.凡符合《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
点县（区）基本要求（试行）》的县（区）均
可申报试点县（区）。

4.“满天星”训练营由各省级教育行
政部门在本行政区域校园足球改革试
验区、试点县（区）范围内推荐 1个具备
条件的教育行政部门作为候选单位。

5.特色学校、试点县（区）和“满天
星”训练营申报工作由自主申报、省级
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推荐、教育部综合认
定三个阶段组成。

6.改革试验区应由省级人民政府办
公厅或地级市人民政府正式行文进行
申报，每个省份限报1个。

据了解，本次申报的材料报送截止
时间为2021年 9月 30日。申报系统咨
询：010–66090906；电子邮箱：xiao-
zuban@moe.edu.cn。 （校足办）

由安阳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共
青团安阳市委、安阳市妇联及安阳体彩
分中心联合开展的 2021年体彩公益金
助学活动近日正式启动。这也是安阳
体彩分中心连续 13年开展“体彩献真
情 爱心助学子”助学活动。

“体彩献真情 爱心助学子”助学活
动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联合共青团安
阳市委开展的希望工程“大学圆梦行
动”，另一个是联合安阳市妇联开展的

“春蕾计划”资助女大学生活动。“希望
工程”和“春蕾计划”均资助 30名大学
新生，每人资助 2000 元，总额 12 万
元。捐助资金全部来自安阳市本级体
彩公益金。

凡今年参加全国普通高等教育统
一招生考试，被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
院校录取且家庭经济困难的安阳籍学
生均可申请（应届高中毕业生，已获得
其他奖学金或助学金资助的除外）。
家庭经济困难的对象主要指农村困难
户、城镇低保户家庭；困难烈士、现役
军人家庭；残疾人家庭和遭遇天灾人
祸致困家庭的学生及孤儿等。

申请报名的学生需要持户口本、身

份证、录取通知书，由村委会或街道办
出具家庭困难证明资料，到当地团委和
妇联提出申请，由团委和妇联部门对申
报资料进行核实确认。

“体彩献真情 爱心助学子”助学活
动自2009年开展以来，已累计资助535
名大学生，资助总额 107万元。安阳体
彩分中心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坚持用实
际行动传递公益体彩的温暖之光。多
年来持续开展了慰问敬老院、关爱农村
孤寡老人、健康进校园等一系列的公益
活动，积极建设负责任、可信赖、健康持
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资助活动咨
询电话：0372-2550321（共青团安阳市
委）、0372-2550597（安阳市妇联）、
0372-5930025（体彩安阳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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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校足办协办省教育厅校足办协办

本报讯（记者 黄晖）河南省体育局、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近日联合印发《河南省推进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实
施意见（2021—2025年）》，提出到 2025年，全省全民健身与全
民健康深度融合的制度体系基本建立、服务体系基本健全、推进
项目覆盖全省，初步建成覆盖城市社区的全民健康公共服务体
系。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达到 38.5%，居民体质健康
合格率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步入全国先进行
列。

意见首先倡导推进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融合的理念转变，
提出树立“身体好、心理好、品德好”的健康理念，大力宣扬“运动
是良医、健身是良药”观念，引导人民群众从单纯依靠被动治疗
的“治已病”到主动健身的“防未病”转变。

完善服务机构是深化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融合的题中应有
之义。对此，意见提出，积极推进各类健身组织与卫生、健康、康
养等社会组织协作，推动健身与健康服务一体化协同发展，形成

“区域联动、部门联合、组织联手”的融合发展新格局。整合卫生
服务机构、专业健身指导员等资源，探索在城市社区建立集运动
健身、健身指导、健身咨询、健康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健身与健
康融合服务机制。支持建设健身与健康融合的非医疗干预项
目，鼓励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健康驿站”，试点开展社
区“运动健身服务站”示范项目建设，鼓励把慢病预防、健康教育
等服务落实在群众身边。

在打造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融合的人才队伍、提高融合的
科技含量方面，意见明确，要加快健身与健康人才队伍建设，探
索建立体育与卫生、健康、康养等人才的融合培养机制和培训机
构。鼓励街道、社区聘用运动健身志愿者、职业健身教练员、退
役专业运动员、健身达人等从事群众健身健康指导工作，不断壮
大健康服务志愿者队伍。建立河南省健身健康融合人才专家
库，研究深度融合新思路、新模式、新方法，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
健康深度融合的创新发展。借鉴智慧城市理念，推动现代信息
技术与全民健身相结合，实现城乡居民体质与健康电子档案全
覆盖。

意见同时要求，提升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融合的服务水平，
推进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的活动融合、产业融合。将体质健康
管理纳入居民健康管理内容，在社区居民原有电子健康档案基
础上，增加体质测定结果、个体化分析意见、运动指导方案等内
容，形成更加全面的社区居民健康管理服务系统。探索将国民
体质检测体系纳入健康体检项目，实现对体检人员的教育、预
防、诊疗、指导、改善和健康促进的一体化服务。各级体育、卫生
等部门要共享资源，利用健身健康主题活动、全民健身志愿服
务、健康义诊、健康教育、科普宣传等载体，积极开展健身健康促
进活动，推进健身健康促进活动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
区、进乡村、进家庭。鼓励大力发展广场舞、健身操、健步走等群
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引导各类健身活动向促进人的全面健
康转化，推动全民健身活动与卫生、健康、精神文明等相关活动
互相结合。发挥运动健身在健康促进、康复保健等方面的独特
作用，将体育产业与健康产业有机整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鼓
励各地因地制宜建设一批以健身休闲、中医保健、康复疗养、宜
居养生为特色的健身健康产业基地。8

本报讯（记者 黄晖）第十四届全运
会群众赛事活动展演项目的评奖工作 8
月 27 日全面展开，本届全运会群众赛事
活动展演项目分为广场舞、广播体操、健
身气功、太极拳 4个大项，河南选手“全项
参赛”。

本届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展演项目吸
引了全国各地的 766支队伍、6800多人参
赛。在广场舞项目中，我省共选拔出 6支
队伍参加 3个项目、6个组别的展演，80多
名运动员来自全省不同地区和行业；在广
播体操项目中，我省共有 7支队伍 33名运
动员，参加3个组别、7个项目展演；在健身
气功项目中，我省共有 8支队伍 64名运动

员参加 3个组别、8个项目的展演；在太极
拳项目中，我省共有 10支队伍 130 人，参
加3个组别、10个项目的展演。

本届全运会的群众赛事活动分为比赛
类和展演类两大类，是首次设立群众赛事
活动展演项目。其中，比赛类项目包括乒
乓球、羽毛球、网球、足球、篮球、气排球、毽
球、轮滑、龙舟、地掷球、围棋、象棋、国际象
棋、桥牌、中国式摔跤在内共 15 个大项，
142个小项；展演类项目包括广场舞、广播
体操、健身气功、太极拳 4个大项，43个小
项。目前，大部分展演项目的线上投票环
节已经结束，线下评奖工作 8月 27 日—9
月2日在西安进行。8

体彩献真情 爱心助学子

2021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试点县
（区）、“满天星”训练营和改革试验区开始申报

2025年，我省“体育锻炼人口”比例38.5%
省体育局、省卫健委联合印发《河南省推进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实施意见（2021—2025年）》

全运会群众展演河南“全项参赛”

聚焦全运会

5月16日，河南省全民健身活动月暨郑州市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郑州奥林匹
克体育中心举行。根据2021年 6月的统计数据显示，我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为
3505万人，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估算，人口占比为35.3%。本报记者 邓放 摄

“特殊时期要随时待命、冲锋在
前，这样才能对得起一名退伍军人的
称号。”听闻儿子要到居民小区进行
防疫摸排走访工作，驻马店市遂平县
税务局干部王富来的父亲王永彬一
再叮嘱道。

疫情发生后，王富来就主动请缨
参与防疫工作，卡点值班，入户摸排，
成为社区防疫的“排头兵”，用实际行
动践行着税务干部的担当。而他的
父亲王永彬，一名驻村4年多的扶贫
工作队税务干部，也再一次从一名扶
贫队员就地转为防疫队员，就像
2020 年年初时一样，在防疫卡点日
夜守卫着村民的生命安全，当好村庄
防疫的“守门员”。

同样奋战在一线的还有王富来
的妻子朱青。防疫工作的顺利开展，

离不开新冠疫苗、核酸试剂、防护物
资等医疗物资。疫情发生后，遂平县
医药公司负责全县各级医院的医疗
器械供应工作，在县医药公司上班的
朱青，积极参与到全县各种防疫物资
的调配工作中，成为抗疫的幕后“服
务员”。

携 手 同 行 ，并 肩 向 前 。 王 富
来一家人的抗疫故事，只是驻马
店市税务系统抗疫工作的一个缩
影。疫情发生后，驻马店市税务
局迅速响应，领导班子第一时间
安排部署，广大干部职工轮番上
阵，在不同抗疫岗位上诠释着各
自的责任与担当，用实际行动为
人民群众筑牢疫情防控的安全防
护网。

(李寅鹏 柯光普 刘金雨)

全家齐上阵 同心抗疫情

践行训词精神 守护消防安全

河南消防抢险救灾受到省、市赞誉

日前，河南省委省政府、郑州市
委市政府相继为省消防救援总队送
来锦旗慰问信，向全省消防救援队
伍参加防汛抢险救灾任务的全体指
战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
感谢。

7月 17日以来，河南遭遇罕见的
特大暴雨天气，郑州、新乡、安阳、鹤
壁等地先后发生严重城市内涝，交
通、电力、通信基本瘫痪，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防汛
抢险救灾任务十分艰巨。

汛情就是命令，救援就是责任。
全省消防救援指战员严格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省委、省政
府的正确指挥下，始终奋战在形势
最危急、任务最艰巨、群众最需要的
地方。

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先后参加防
汛抢险行动 1.1万起，出动指战员 12
万人次、救援车辆 2.2 万辆次、舟艇
1.7万艘次，营救被困人员 41167人，
转移遇险群众 93913 人，排水排涝
1171 万吨，清淤除障 7.8 万立方米，
转运物资 218吨，防疫消杀 347万平
方米。

省消防救援总队党委号召，全省
消防救援队伍要认真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关于防汛抢险救灾的决
策部署，在重大灾害事故面前冲锋
在前、英勇善战，刀山敢上、火海敢
闯，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
障、更可持续。 （张珊珊）

6月中旬，汝州市委第五巡察组在
走访中听到当地群众反映，汝瓷小镇园
区面积较大，公交车仅在园区门口停
靠，不方便游客到园区游览。同时，汝
州市委主要领导也了解到类似情况，当
即要求汝州市交通局及相关部门尽快
解决落实，结合“万人助万企”活动，架
起市民体验汝瓷厚重文化的桥梁。

7月12日，公交线路调整，公交车开

进园区，方便乘客近距离感受汝瓷魅力，汝
瓷小镇成了市民的又一个旅游打卡地，为
小镇企业发展聚集了人气，带来了新商机。

据悉，在“万人助万企”活动中，汝州
市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
设，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鼓励企业坚定
发展信心，帮助企业做大做强，以实际行
动为企业排忧解难，使汝州的经济更加
活跃，发展势头更加强劲。 （渠顺红）

巡察使汝瓷小镇交通更便利

近期，河南多地遭遇强降雨。漯
河市西城区纪工委严格履职尽责，持
续加强对防汛救灾工作的监督检查。
严格落实市纪委的督查通知，区防汛
办的指令、工作任务，学习防汛查险、
紧急处理险情等方法；结合防汛工作
实际，及时调整监督重点，用强力监督
护航防汛工作责任落实。组织成立防
汛救灾督查组，投身防汛一线，实地查

看河水水位、应急物资等，并督促各
村主要责任人立即整改督查中发现
的问题。着重对防汛重要区域进行
督查巡查，确保各级包村责任人履职
尽责，严格遵守各项调度指令，对脱
岗离岗、不听指挥、玩忽职守、处置不
当，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究责任，
切实将防汛工作纪律立起来、严起
来，全面落实下去。 （朱迪）

严格履职尽责 把纪律挺在防汛一线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市郑东新区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0055901
业务范围：经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机构批准并经上级公司授权的业务
机构编码：000010410105800
批准日期：2012年 9月 26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聚源

路49号 10层 1015号、1016号

负责人：马威

邮政编码：450000

联系电话：0371-86509018

发证日期：2021年 8月 11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关于颁（换）发《保险许可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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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本行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在《河南日
报》第 10版刊登的注销网点公告现撤销作
废。内容如下：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好莱坞分理处

机构编码：B0002U241010018
许可证流水号：00443961
批准成立日期：1993年 4月 25日
机构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农业东路与中

州大道交叉口西200米（好莱坞国际公寓一楼）
负责人：李园春
电话：0371-81833052
发证日期：2010年 6月 29日

业务范围：人民币业务：吸收公众存款；
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结算；办理票
据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
款项；提供保管箱服务；经人民银行批准的其
他金融业务。外汇业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
外币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结汇、售汇。
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代理保险业务；代
理基金业务；办理“金钥匙本利丰”、黄金等人
民币理财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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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声明。

声 明 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终止营业的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庆丰街支行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河南监管局批准，予以终止营
业，现上缴申请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
金融许可证》，现公告如下：

机构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庆丰街支行

住所：河南省郑州市庆丰街与政
通路交叉口西北角一层商用房

机构编码：B0004S241010055
许可证流水号：0058676
成立时间：1989年 7月 8日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21年 8月

3日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今年以来，南阳市宛城区司法局以优化
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发展为工作目标，在公共
法律服务领域深耕细作，服务辖区企业成效
明显。智慧型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投入使用，
法律援助、律师、公证、医疗纠纷调处同在服
务中心办公，审批内容、办理程序、申报条件
与材料、办理方式、承诺时限等公示内容一
目了然，严格实行限时结办、一次性告知等
办事制度，形成了“一个窗口受理、一条龙服
务”的法律服务模式，受到了辖区企业和广
大居民群众的一致好评。目前宛城区司法
局已经建成覆盖全域的区、镇、村三级公共
法律服务中心实体平台，使群众、企业“咨询

不出家门”，真正感受到公共法律服务的便
利。加强精细管理、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
务质量。整合村居法律顾问、公证服务、人
民调解服务、法律援助优势资源，在全区 215
个行政村（社区）悬挂公共法律服务公示栏，
将工作人员的姓名、工作单位、联系电话、服
务范围等进行公示，努力为辖区企业、群众
提供更有内涵、更有品质、更接“地气”的服
务。积极组织开展民营企业“法治体检”活
动，服务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组织 39
名专业律师组成 13 支律师服务团，为企业
健康发展建言献策，为全区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保驾护航。 （杨长阁）

今年上半年，新乡封丘县人民检察院在市检察院、
县纪委的正确领导下，从思想教育、作风纪律、制度建设
等方面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深入开展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坚持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密切联系工作实际，持续推进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和
思想教育工作。定期开展正面宣传教育与警示教育，通
过党史学习教育要求全体干警恪尽职守，促进党员干部
廉洁从政，强化政治担当，锲而不舍、紧抓不放，真正把
廉政建设各项举措落到实处。基于对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的高度重视，封丘县人民检察院积极进行监督检查，
强化作风纪律建设。为传达学习上级教育整顿工作推
进会精神，每天下班前召开工作推进会，全面提升党员
干警素质和为民服务的能力。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学
习阶段，严格落实“三重一大”报告制度和约谈制度，将
党风廉政建设切实融入各项工作当中，进一步完善监督
制度，加强党员干部廉政作风建设，坚持以初心使命作
为政治本色和前进动力。全方位构筑廉洁从政的“防火
墙”，切实增强全院党员干警廉洁从检意识，让端正的思
想作风和生活作风贯穿于检察工作的始终，在思想上筑
牢反腐倡廉思想道德防线，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开创检
察工作新局面。 （李阁）

为进一步织密小区疫情防控网，
让居民安心、舒心、放心，洛阳洛龙区
古城街道坚持党建引领，充分调动辖
区“红色物业”带动作用，以“初心”肩
挑重任，用“红心”服务“民心”，全方位
构筑疫情防控防线。严格防控，当好
居民安全“守门员”，发挥党员在物业
团队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参与小
区疫情防控工作，用坚定的使命担当

和扎实的工作作风构筑牢不可破的小
区防线。全面消杀，当好疫情防控“卫
生员”，保护好居民生活环境安全。同
时，利用小喇叭播放、宣传页展示疫情
防控要求、个人防护知识，使群众明白
疫情是可控的，做好心灵清洁“卫生
员”。用心用情，当好为民服务“快递
员”，保障居民基本生活，减少外出的
风险。 （王上清）

日前，按照汝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的统一安排部署，汝州市委巡察办承
担对驻汝规模以上企业、金融网点等
单位的督查督导服务，以及置业小区
疫情防控值班等工作。连日来，巡察
机构督查督导服务小组进社区小区、
到厂矿企业，对相关部门落实疫情防
控情况进行不定期督促检查、明察暗
访，同时负责对疫情防控中失职失责、

履职不力、瞒报漏报、敷衍应付等行为
严肃追责问责。在分包小区疫情防控
值班中，白天顶着烈日暴晒、晚上顶着
蚊虫叮咬，查健康码、测体温、做记录，
提醒住户做好疫苗接种和个人防护，
得到了群众好评。目前，疫情尚未彻
底解除，汝州市委巡察办的同志们仍
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履职尽责，当
好督导员和服务员。 （关涛）

近日，中建路桥集团河北沧州渤海新区化
工管廊改扩建项目开展“红色电影进工地 光
辉党史润人心”主题观影活动。其中描写朝鲜
战争的电影《金刚川》深刻而动人地展现了中
国人民志愿军将士百折不挠、英勇无畏的革命

精神和牺牲精神。“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今天
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新时代的产业工
人，一定要传承好红色基因，赓续好精神血脉，
以优异的成绩忠诚于党，报效祖国。”电影结束
后农民工杨二强含泪说道。 （张虹）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筑牢廉洁根基 红色电影进工地 光辉党史润人心履职尽责 督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

党建引领作用强“红色物业”来帮忙

多举措服务辖区企业成效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