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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通报表扬省体育局

聚焦第十四届全运会

本报讯（记者 黄晖 李悦）在刚刚结束的第
32届夏季奥运会上，我省体育健儿顽强拼搏，奋
勇争先，取得2枚金牌、1枚银牌，打破1项世界纪
录、1项奥运会纪录，创造1项世界最好成绩，为祖

国赢得了荣誉，为我省增添了光彩。8月31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发文，通报表扬河南省体育局。

通报说，在奥运会备战参赛过程中，省体
育局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克服新

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精心组织，科学
谋划，圆满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为激励先
进，省政府决定对省体育局予以通报表扬。

通报提出，希望省体育局珍惜荣誉，再接再厉，

勇创佳绩。各级、各部门要以奥运健儿为榜样，拼搏
进取，扎实工作，全力投入灾后恢复重建、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工作，推动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
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2 本报讯（记者 黄晖 李悦）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拳击项目决赛阶段的比赛9月 8日在陕西榆林职业
技术学院体育馆拉开战幕，河南拳击队员在首日比
赛中收获全胜，为本次全运会征程开了个好头。

本届全运会的级别设置与东京奥运会一致，将
决出 13 枚金牌，分别是男子 8 个级别：48-52kg、
57kg、63kg、69kg、75kg、81kg、91kg、+91kg，女
子 5 个级别：48-51kg、57kg、60kg、69kg、75kg。
经过此前两次资格赛的争夺，共有 35支代表队的
214名运动员获得了全运会拳击项目决赛的参赛资
格。刚刚结束奥运征程的 6名中国拳击队队员，也
作为各自级别的三号种子披挂出场。

经过两次资格赛，共有 12名男、女拳击手代表
河南站上了全运会决赛的赛场，男选手包括董壮壮
（52kg）、赵毅锟（57kg）、刘凤阁（69kg）、赵蒙洋
（75kg）、郑豪杰（81kg）、韩雪振（91kg）、葛士畅（+
91kg）以及河南与前卫体协双计分选手张博雄
（69kg）；女 选 手 包 括 阮 木 兰（57kg）、卢 莹 莹
（60kg）、李书（69kg）、郑璐（75kg）。资格赛中，韩
雪振获得 91kg第一名，赵蒙洋获得 75kg亚军，郑
璐获得 75kg第二名，阮木兰获得 57kg第三名，显
示出不俗的实力。

9月 8日 14时，本届全运会拳击比赛男、女多个
级别的首轮比赛同时打响。连番鏖战之后，当天出场
的河南选手收获全胜，为河南拳击队实现“开门红”。

男子方面，河南选手赵毅锟在57公斤级的首轮
较量中，以5∶0战胜福建选手陈科亮，顺利晋级十六
强，八分之一决赛中，他将面对上届天津全运会男子
56公斤级金牌得主、36岁的广东名将高林志；69公
斤级的首轮较量，河南选手刘凤阁以及河南与前卫
体协双计分选手张博雄均以 5∶0战胜各自对手，双
双晋级八强。

女选手这边，在 69公斤级的首轮较量中，河南
选手李书对阵湖北选手贾晶婧，在前两回合占优的
形势下，因对手弃赛而顺利晋级，下一轮，她将面对
内蒙古选手杨柳；60公斤级的首轮较量中，河南选
手卢莹莹5∶0战胜福建选手郑榕，顺利跻身八强，下
一战，她将挑战上届天津全运会女子 60公斤级冠
军、四川选手杨文璐。

十四运拳击比赛将从 9 月 8 日持续至 21 日。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竞赛
环境，本届全运会拳击比赛将以“史上最严”模式
举办。比如在申诉方面，往届赛事设置的诸多前置
条件将被取消，代之以本次比赛的“无限制申诉”，
以利于充分保障运动队反映合理诉求的权利，而用
于赛事仲裁的录像设备，也由往届的 1台增加到 4
台。2

全运会拳击比赛8日开战

河南拳击选手
首日实现“开门红”

□本报记者 李悦 黄晖

9 月 7 日的濮阳东湖，在鼓声和呐喊声
中，两条龙舟如利箭般在湖面上飞驰。为备
战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项目的赛事，河南龙
舟男女队正在争分夺秒地紧张备战。

与上一届全运会一样，为体现“全民全运
同心同行”的主题，今年的全运会也设置了群
众项目。据了解，我省共有 808名运动员参
加本届全运会群众项目的全部 19个大项的
比赛和展演，这些非专业选手将在全国性的
竞技大舞台上，充分展现河南全民健身的丰
硕成果。

即将代表河南参加 9月下旬在温州举行
全运会龙舟赛事的两支队伍：濮阳市消防支
队龙舟队和南乐县城关镇西街村女子龙舟队
都是在前期的“我要上全运”选拔赛上夺得冠
军的队伍。在全运会赛场上，他们将参加男
子500米、1000米，女子100米、200米，男女
混合100米、1000米 6个小项的角逐。

全部由消防员组成的濮阳消防支队龙舟

队（右图），成立之初只是为了丰富消防队员
的业余生活，但很快，大家就喜欢上了这项既
能锻炼体能，又能形成团队默契的群体项
目。充沛的体能和严明的纪律，让这支成立
仅仅三年的队伍，最终获得了代表河南参加
全运会的资格。

作为应急救援的主力军，在 7月份我省
遭遇的洪涝灾害期间，龙舟队中的多名队员
主动请缨，加入了防汛抢险救援突击队。队
员李向阳表示，在龙舟训练中培养的各项技
能，给他们的救援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大大
提升了搜救转移被洪水围困群众时的效率。

在完成了救援抢险任务后，队员们稍事
调整就于 9月初在濮阳东湖开始封闭训练。
从陆上的体能到水上的技术，队员们每天三
练，水上训练距离超过 15 公里。队长崔波
说：“我们最近重点解决的体能和相互之间的
配合，每天都能感受到进步。大家劲头儿都
很足，都想把落下的训练计划赶回来，为后面
的比赛做好充分准备。”

与男队一同集训的女队员们，都是来自

南乐县城关镇西街村的
普通村民，在以往南乐
县、濮阳市乃至全省的比
赛中，这支成立六年的龙
舟队屡屡夺冠。队长李
静利介绍说：“平时大家
该种地的种地，该做生意
的做生意，比赛前就找时
间训练，而像这种集中封
闭训练，对我们来说也是第一次。”李静利表
示，经过教练的专业指导，大家的水平提高很
快，更有信心在接下来的比赛里去争取好成
绩。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女村民不仅龙舟划
得好，而且还都是舞龙的高手，2020年央视
春晚郑州分会场上，就有她们的身影。“舞龙
舞上央视舞台，划龙舟划到全运会赛场”，这
让李静利和她的队友们都非常自豪。

为了备战本届全运会，河南省龙狮龙舟
运动协会专门为两支队伍配备了专业的教练
和队医，“教练纪平和是龙舟世锦赛冠军，李

帅是亚运会冠军，杨壑在 2019 年的全国少
数民族运动会上获得过二等奖。”协会会长
宋忠波告诉记者，“全运会群众项目的参赛
运动员要求年龄在 25 岁到 60 岁，退役专
业运动员均不能参赛。因此作为业余选
手，他们的体能和专项技术还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我们派出高水平的教练来提供指
导，就是让大家接受更专业的训练方法和
手段，全方位提高自身水平。毕竟这是全
运会赛场，大家是代表河南参赛，所以一定
要全力以赴，尽自己的努力去拿出最好的
表现。”2

河南龙舟队 全运备战忙

本报讯（记者 黄晖 李悦）在刚刚结束的
东京奥运会上，河南自行车选手鲍珊菊与上
海老将钟天使搭档，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
竞速赛中不仅打破世界纪录、奥运会纪录，还
为中国队“蝉联”冠军。9月 10日，这对“奥运
搭档”将出现在洛阳市体育中心自行车馆的
赛道上，出战当天开幕的第十四届全运会场
地自行车比赛。

第十四届全运会场地自行车比赛9月 10
日—14日在洛阳举行，本次比赛共设男子和

女子团体竞速赛、男子和女子团体追逐赛、男
子和女子争先赛、男子和女子全能赛、男子和
女子凯林赛、男子 30公里麦迪逊赛、女子 25
公里麦迪逊赛以及女子250米原地启动计时
赛等项目，一共将决出13枚金牌。共有来自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香港、澳门特
别行政区的 21支代表队共计 254名运动员
报名参加本次比赛，其中，18名河南男、女骑
手将参加所有项目的角逐。

自行车项目是河南竞技体育的传统优势项

目，在全运会上屡创佳绩。鲍珊菊在奥运会上的
夺冠，不仅揭开了河南自行车运动史上新的一
页，同时也见证着河南自行车运动水平提升到新
的高度。而从去年到今年，河南选手在自行车一
系列国内赛事中屡屡连破纪录、斩金夺银，几乎
拿遍了所有项目的奖牌，也印证着河南场地自行
车的整体实力已经跻身国内“第一集团”。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全运会场地自行车的
比赛场地——洛阳市体育中心自行车馆，是对
原有的洛阳市自行车赛车场经过加装屋顶、玻璃

幕墙，升级木制专业赛道等一系列提升改造而
成。不过，虽然改造后的看台能容纳2000多名
观众，但按照国家体育总局有关疫情防控的要
求，本次全运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将不对观众开
放，只是一些关键场次比赛有望进行电视直播。

对于征战本次全运会场地自行车赛场的
河南选手来说，实力已经具备，能否兑现赛前
计划中的一个个争金点、夺牌点，就要看临场
发挥了。让我们拭目以待，期待河南战队在

“家门口”再创佳绩。2

全运会场地自行车赛10日洛阳开赛

期待河南自行车“家门口”创佳绩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平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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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检基本合格的社会组织

民办非企业单位（3）

沁阳市金果果幼儿园 沁阳市英才幼儿园 沁阳市春蕾幼儿园

三、年检不合格的社会组织

民办非企业单位（5）

沁阳市新兴学校 沁阳市启飞幼儿园 沁阳市王曲祥和颐养院

沁阳市红黄蓝幼儿园 沁阳市果农协会

沁 阳 市 民 政 局 公 告

单位名称（8） 统一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沁阳市德艺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52410882MJY650602H 晁孝天

沁阳市华唐职业培训学校 52410882MJY6506299 李曙光

沁阳市蓝天职业培训学校 52410882MJY650661L 胡安森

沁阳市青葵幼儿园 52410882MJY650688C 周粉芝

沁阳市小新星幼儿园 52410882MJY981460C 宋新鲜

沁阳市农民用水协会 51410882MJY6712944 韩爱琴

沁阳市见义勇为协会 51410882MJY675498Q 杜 冬

沁阳市旅游协会 51410882MJY984899T 任 攀

公告(一)

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经审核，下列社

会组织准予登记成立，现予以公告。

公告（二）

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
行条例》以及相关法律规定，我局依法对2020年 12月 31日前经沁阳
市民政局批准登记成立的社会团体、2020年 6月 30日前经沁阳市民
政局批准登记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年度检查，并对拒不接受
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社会组织予以撤销登记行政处罚，
特此公告。

一、年检合格的社会组织

社会团体（23）

沁阳市佛教协会 沁阳市商会 沁阳市长跑协会

沁阳市建设安全生产管理协会 沁阳市慈善协会 沁阳市城乡信用协会

沁阳市志愿者协会 沁阳市武术协会 沁阳市农资协会

沁阳市煤炭行业协会 沁阳市伊斯兰教协会 沁阳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沁阳市篮球协会 沁阳市酷走运动协会 沁阳市乒乓球协会

沁阳市羽毛球协会 沁阳市自行车运动协会 沁阳市象棋协会

沁阳市畜牧养殖协会 沁阳市健身气功协会 沁阳市黑陶协会

沁阳市广利灌区农民用水户协会 沁阳市基督教协会

民办非企业单位（110）

沁阳市永威学校 沁阳市振兴学校 沁阳联盟医院

沁阳市长兴学校 沁阳市启程职业培训学校 沁阳市大山联盟幼儿园

沁阳市启迪幼儿园 沁阳市永威国际职业学校 沁阳市百草乐园幼儿园

沁阳市同盛幼儿园 沁阳市亚特职业培训学校 沁阳市旭日阳光幼儿园

沁阳市芳草幼儿园 沁阳市爱心幼儿园 沁阳市苗苗幼儿园

沁阳市金蓓蕾幼儿园 沁阳市七彩光幼儿园 沁阳市百科幼儿园

沁阳市阳光幼儿园 沁阳市金色摇篮幼儿园 沁阳市快乐宝贝幼儿园

沁阳市花朵幼儿园 沁阳市康乐幼儿园 沁阳市弘恩幼儿园

沁阳市好孩子幼儿园 沁阳市好娃娃幼儿园 沁阳市小精灵幼儿园

沁阳市育彤幼儿园 沁阳市金起点幼儿园 沁阳市未来星幼儿园

沁阳市金色阳光幼儿园 沁阳市丫丫幼儿园 沁阳市智盛幼儿园

沁阳市蒲公英幼儿园 沁阳仲圣堂中医门诊部 沁阳市锦绣江南幼儿园

沁阳市优智中英文幼儿园 沁阳市起航幼儿园 沁阳市中小学生产实践教育基地

沁阳市雏鹰幼儿园 沁阳市童的梦幼儿园 沁阳市阳光篮球俱乐部

沁阳市小红花幼儿园 沁阳市南山养老院 沁阳市百花园幼儿园

沁阳市金凤凰幼儿园 沁阳市喜羊羊幼儿园 沁阳市华兴幼儿园

沁阳顺亮医院 沁阳市七色花幼儿园 沁阳市新苗幼儿园

沁阳市小牛顿智慧幼儿园 沁阳市小太阳幼儿园 沁阳市永生幼儿园

沁阳市智兴学校 沁阳市小天使幼儿园 沁阳天庆卫生所

沁阳市启明星幼儿园 沁阳市启蒙幼儿园 沁阳市远大体育俱乐部

沁阳市新新幼儿园 沁阳益民医院 沁阳市沁翼足球俱乐部

沁阳市东方格林幼儿园 沁阳市鸿福居老年公寓 沁阳市非凡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沁阳市星锐篮球俱乐部 沁阳市世纪星幼儿园 沁阳市康贝尔职业培训学校

沁阳市锦瑟幼儿园 沁阳怀保口腔门诊部 沁阳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基地

沁阳市星星幼儿园 沁阳市天骄幼儿园 沁阳市宗建贵武院

沁阳市祉童幼儿园 沁阳市永信职业培训学校 沁阳市众星幼儿园

沁阳市小豆豆幼儿园 沁阳市文星幼儿园 沁阳市创新学校

沁阳市新太阳幼儿园 沁阳市鲁豫青少年足球俱乐部 沁阳市金种子幼儿园

沁阳市希望幼儿园 沁阳市竹贤幼儿园 沁阳市金童幼儿园

沁阳市大地佳禾幼儿园 沁阳市双语实验学校 沁阳市常春藤幼儿园

沁阳市南鲁祥和颐养院 沁阳市福康养老院 沁阳市温馨养老院

沁阳市幸福养老院 沁阳市西万祥和颐养院 沁阳市福夕苑养老院

沁阳市向阳养老院 沁阳市好乐居养老院 沁阳市颐和养老院

沁阳市家美养老院 沁阳市松鹤老年公寓 沁阳市安康养老院

沁阳市爱心养老院 沁阳大山外国语学校 沁阳市贝贝乐幼儿园

沁阳市阅美乐幼儿园 沁阳市博苑学校 沁阳市丹水幼儿园

沁阳市爱尔福幼儿园 沁阳市永威职业培训学校

加强廉政教育 推进教育整顿落实

为扎实推进教育整顿，加强廉政教育，强
化反面典型案件警示、震慑、教育作用，卫辉市
人民法院召开队伍教育整顿廉政教育课。市
纪委监委派驻市法院纪检监察组组长、党组成
员赵良保作专题讲座，结合干警违纪违法案

例，深刻剖析了案件发生的原因及警示教育意
义，对进一步做好教育整顿工作，加强法院廉
政教育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特别是带头严
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保持务实作
风，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李露）

扎实开展公众安全感和执法满意度“双提升”活动

为推进司法行政系统公众安全感和执法
满意度持续提升，西峡县司法局发动局所全体
人员、全县法律服务人员、各级调委会人员等
全员参与，扎实开展“问题隐患大起底”“进村
入户大走访”“重点问题大回访”“矛盾纠纷大

化解”“爱民护民大宣传”活动，通过纠纷摸排
化解、法律法规宣传、入户走访座谈，全面梳理
消除影响社会安全的不稳定因素，持续提升公
众安全感和执法满意度，使队伍形象大提升。

（曹书君 李双喜）

高标准严要求全力加快灾后重建

鹤壁市鹤山区为加快推进恢复重建工作，
在政策制定、资金支持、项目安排上优先考虑，
力争尽快恢复到灾前水平。对脱贫人口、监测
对象损毁住房优先修缮或重建，对因灾受损的
种养业、旅游产业、光伏电站等项目，加大投

入，尽快恢复这些项目的帮扶带动功能。对脱
贫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受损的基础设施、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优先安排项目资金，10月
底前完成恢复或重建，确保脱贫村道路、饮水、
用电等脱贫指标不滑坡。 （张俊妮）

国道G107主线跨线桥首片T梁吊装成功

日前，国道 G107 邯郸绕城段
改建工程 PPP 项目支漳河人民路
主线跨线桥首片 T 梁吊装成功。
该桥是本项目的控制性工程，采用
工字钢梁建设，具有成本低、精度
高、抗弯能力强等优点。由中建路
桥集团承建的这一项目是邯郸市

东区南北方向重要的主干线公路，
同时也是邯郸市委市政府关注民
生、践行承诺的惠民工程，群众高
度关注、期盼已久。建成后对邯郸
市拉大整体城区框架，成为经济发
达的现代化大都市具有重要作
用。 （杨如彬）

强化监督执纪 助力企业灾后重建

八月份以来，新乡获嘉县黄堤
镇纪委紧盯灾后重建等环节，强化
监督执纪问责，督促主体责任落实
落细，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产
生活秩序恢复正常。一是勤沟通
强互动。深入走访企业，聚焦政策
落地、项目推进等问题，提供专项
专班服务，为企业解决急难愁盼问
题 30 余件。二是抓监督强作风。

以明察暗访、交流了解、嵌入监督
等方式对损害营商环境举报案件
和办事流程进行监督，推动惠企政
策和服务措施落实落细。三是严
督查强落实。通过专项整治、专项
巡察、畅通信访举报渠道三大“护
航行动”，对损害营商环境的腐败
和作风问题快查快结、严肃处理。

（周嫚）

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面对突如其来的“7·20”特大
暴雨，郑州市郑东新区豫兴路党工
委迅速作出反应，积极落实各项防
汛措施，动员所有的力量深入到防
汛一线。党政主要领导始终站在
防汛工作的最前列，化解各种矛
盾，排除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顶风
冒雨，日夜驻守在一线，组织各村
村组干部成立防汛抢险小分队，及
时化解险情，用责任和担当保护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汛情之
后，豫兴路党工委全体党员干部没
有停歇，迅速投入到灾后重建工作
中，及时组织机关干部、村组干部
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群众做好
排涝清淤，疏通田间排水渠道，对
积水较多的田块及时动用临时抽
水机泵等作业工具清除积水。同

时，为防止灾后疫情发生，办事处
及时组织专业消杀队伍对辖区各
村、各安置小区、社会小区等区域
进行全方位消杀，沿街道路也拉起
条幅、张贴海报，提醒辖区群众时
刻做好个人防护，防止灾后疫情。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圆满实现辖
区20个行政村及社会小区全部通
水通电，11个安置区地下车库无
积水，群众无伤亡的目标，国家电
网官渡 500kV 变电站平安度汛。
下一步，豫兴路党工委将切实重视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时刻防范发
生次生灾害，全面做好灾后重建
和恢复生产工作，严格执行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全面管控安全风
险，尽快让群众恢复生产生活，坚决
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丁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