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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快评

□李悦

近段时间，国内体坛最“火”的就

是，接二连三有中国运动员收到“迟

来”的奥运会奖牌。

首先，3 月 21 日，在世界田联官网

的运动员荣誉栏中，苏炳添、谢震业、

吴智强、汤星强资料上都标注了奥运

会 铜 牌 。 在 去 年 的 东 京 奥 运 会 男 子

4×100 米接力比赛中，苏炳添等四人

组成的中国短跑接力队，最终获得了

第四名。但不久后，获得银牌的英国

短跑接力队首棒选手乌贾便被曝出兴

奋剂丑闻。今年的 2 月 18 日，国际体

育仲裁法庭正式宣布，英国田径运动

员乌贾被认定违反了反兴奋剂规则，

他在 2021 年 8 月 6 日举行的东京奥运

会男子 4×100 米接力决赛中的成绩被

取消，因此英国短跑接力队的成绩也

被取消，中国短跑接力队递补拿到了

该项目的铜牌。

接着，3 月 22 日，国际田联旗下独

立调查机构“田径诚信委员会”发布公

告，2012 年伦敦奥运会女子 20 公里竞

走冠军、俄罗斯选手拉什马诺娃因违

规服用兴奋剂被取消成绩，拉什马诺

娃的金牌被取消意味着中国选手切阳

什姐、刘虹和吕秀芝递补包揽了该项

目的金、银、铜牌。切阳什姐也以打破

当时亚洲纪录的成绩，成了第一位获

得奥运会金牌的中国藏族运动员。

而在 3 月 23 日，国际体育仲裁法

庭又发布了一份公告，宣布里约奥运

会男子举重 77 公斤级冠军、哈萨克斯

坦选手尼德札特·拉希莫夫因服用违

禁药物将被禁赛 8 年，同时，他在 2016

年 3 月 15 日到 2021 年 1 月 18 日所取得

的所有成绩都被取消。这意味着在里

约奥运会上屈居亚军的中国名将吕小

军，有望递补获得金牌，从而实现奥运

会三连冠。

竞技体育赛场上，正义也许会迟

到，但绝不会缺席。中国选手们“迟”

来的奖牌，也是对中国体育一直以来

坚持公平参赛的最好回报。

曾经有过兴奋剂“黑暗”时刻的中

国体育界，痛定思痛，在世纪之交开始

加大反兴奋剂的力度。2002 年，世界

反兴奋剂机构（WADA）成立，2003 年 3

月在哥本哈根举行了世界反兴奋剂大

会，中国是最早一批签署《哥本哈根宣

言》并在《反兴奋剂条例》上签字的国

家之一。2004 年，国务院颁布了《反兴

奋剂条例》；2020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刑法修正案（十

一）》，增设了与兴奋剂有关的罪名，在

反兴奋剂斗争中，中国迈出意义深远

的重要一步。目前，世界上也只有中

国、法国、意大利等少数国家的政府出

台了有关反兴奋剂的法规和条例。

据了解，对于兴奋剂问题，本着“零

容忍”立场“零出现”目标的中国体育界，

凭借严格检测并依法依规顶格处理的手

段，对违规者形成了最大的震慑和威

慑。2019 年，国内共实施兴奋剂检查

20314例，其中共查处兴奋剂违规 68起，

总体违规率 0.33%，远远低于国际平均

水平（1.2%-1.3%）。中国在反兴奋剂方

面的严格程度，就连不少戴着“有色眼

镜”的西方媒体也不得不佩服。从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开始，中国所获得的 102

块夏奥会金牌以及 13块冬奥会金牌，在

接受兴奋剂检测后，无一例呈阳性。

坚决推进反兴奋剂斗争，强化拿

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

意识，坚决做到兴奋剂问题“零出现”

“零容忍”，这也正是中国体育人一直

以来践行的准则。7

体彩大乐透第 22027期，我省
平顶山市购彩者以一张两注单式
2倍的加倍投注彩票，击中当期两
注一等奖，奖金 1957万元。

3 月 22 日上午，幸运购彩者
赵先生（化名）来到省体彩中心领
取大奖。兑奖过程中，赵先生格
外淡定，并没有因为中了这 1957
万元体彩大乐透一等奖而格外激
动：“其实 3月 14日当天晚上我就
知道自己中奖了，不过因为家中
有事走不开，就把兑奖安排给搁
置了，虽然这 1957 万元的奖金很
诱人，但还是要以家庭为主，直到
这周末才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完，
反正奖金也跑不了，彩票收好就
行了。”

谈及购彩经验，赵先生不好
意思地说：“我购彩时间不长，往
常看你们报道的大奖购彩者都是
一二十年彩龄的老购彩者，我这
购彩才四年多点时间，都没想到
我这会中奖，还是一等奖这种千
万奖级的，我就觉得中个百十块
就行。我平时也是啥都买，比较
喜欢体彩大乐透，但是买不多，一
般 也 就 一 期 几 块 到 几 十 块 钱 不
等。主要看当天的感觉，感觉好
了就多投入一些，感觉不好了就
少投入一些，我都是自己选号，全
凭感觉。这次中奖的号码也是我
自己选的，定了后区的号码后，前
区我有点拿不准，就多买了一注，
翻了两倍，平时我就比较喜欢翻
倍。遗憾的是没有追加，如果追
加投注奖金可就不得了了，能到
3500 多万元。”

聊到奖金的用途，赵先生表
示自己做生意，准备用一部分奖
金来扩大一下规模，剩下的先放
银行，根据情况使用。

（陈丰沛）

本报讯（记者 黄晖）为进一步推动
我省群众体育高质量发展，省体育局3
月 22日印发《2022年河南省群众体育
工作要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

《工作要点》从推动形成构建更高
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新格
局、提升公共健身设施供给和公共体
育场馆开放水平、广泛开展群众体育
赛事活动、发展壮大各级体育社会组
织、提升科学健身指导水平等五个方
面，对 2022年全省群众体育工作进行
了部署。

围绕上述五个方面，《工作要点》
提出，要加快县（市）“两场三馆”建设，

完善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同时
积极推进农村健身设施提质升级，提
高乡镇和行政村健身设施达标率；根
据体育总局关于场馆开放的最新政策
要求，指导享受资助的场馆严格落实
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规定；根据疫情防
控要求，线上线下相结合开展群众身
边的体育赛事活动；继续办好三大球
及乒乓球、羽毛球、自行车、太极拳等
全民健身品牌赛事活动；大力推广冰
雪运动，通过赛事活动培训等多种形
式进一步扩大冰雪、类冰雪项目参与
主体和覆盖面，促进群众对冰雪运动
技能的掌握和提高，不断提升群众性

冰雪运动普及程度和发展水平；推动
少林拳、太极拳、龙狮龙舟等传统体育
项目发展，培育品牌赛事，打造“功夫
体育”品牌；组织省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培训班 25期左右，完成公益社会体育
指导员技术等级培训和继续培训 1.2
万人次以上，新增公益社会体育指导
员1万人。

据了解，我省的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在发展中不断完善，截至 2020
年年底，全省体育场地数量达到 27.5
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超过 1.9平方
米，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超过0.52块；
城市社区健身设施覆盖率、行政村农

民体育健身工程覆盖率已达100%，公
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率达到
100%；以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焦作
国际太极拳大赛等品牌赛事组成的

“六赛两节两活动”和一市一品牌、一
县一特色、一乡一亮点、一村一项目的

“四个一”精品工程，扩大了群众体育
赛事活动的供给，提高了群众体育赛
事活动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各市、县
（市、区）均成立了体育总会，共有各类
体育社会组织 7396 个、体育俱乐部
2086个，每万人拥有体育社会组织数
超过 0.94 个；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29.2万名、群众健身站点 4.5万个。在

冰雪运动推广方面，截至2021年 6月，
我省共培训各冰雪项目公益类和国职
类社会体育指导员近 1000人，裁判员
100多人。滑雪项目已经培养出了本
省的国家职业资格培训师及考评员，
可以独立完成培训考评工作。

《工作要点》还明确了今年全省群
众体育工作的总体思路：落实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和全省体育局长会议部署
要求，围绕体育河南、体育强省建设大
局，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需求，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8

1957万元
大奖得主来领奖五点着力，推动群众体育高质量发展

省体育局印发《2022年河南省群众体育工作要点》

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中国名将吕小军的奥运会三连冠来得有点晚。 新华社记者 杨磊 摄

燕赵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街支公司不慎将流水号为0254477的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丢失，现
声明作废。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信息如下：
机构名称：燕赵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街支公司
业务范围：机动车保险（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保险）；企业／家庭财产

保险及工程保险（特殊风险保险除外）；责任保险；船舶／货运保险；短期健康／意外伤害保险；经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机构编码：000185410106
成立日期：2020年 12月 23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55号院33幢 4层 1单元411号
负责人：赵双
邮政编码：450041
联系电话：0371-65565702
发证日期：2020年 12月 25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燕赵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街支公司
2022年3月25日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遗失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关于颁（换）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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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金
水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0055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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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10410105801
批准日期：2015年 3月 23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

299 号 浦 发 国 际 金 融 中 心 9 号 楼 16 层

1602号

负责人：路伟

联系电话：0371-86509083
发证日期：2022年 2月 24日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
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005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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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10410100800

批准日期：2006年 11月 29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

299 号 浦 发 国 际 金 融 中 心 9 号 楼 20 层

2001号和2002号

负责人：李花婷

联系电话：0371-86509026
发证日期：2022年 3月 11日

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荥阳
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0056161
机构编码:000048410182001
许可证地址：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索河路

棋源路海龙湾五期工程 SY5 号楼 103—

105号商铺

联系人：路畅通

联系电话：13721432183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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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08年 4月 23日

为将“万人助万企”活动落到实处，取
得实效，郑州市白沙园区管委会对入驻园
区企业周边项目情况进行地毯式排查，并
将排查出的问题分类收集，逐一研判，制
定方案，明确解决时间，受到企业好评。

“象湖里商业项目”是白沙园区重
点项目，总投资约3.5亿元，由庞大恒华
实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计划年底建成
投用。为给项目提供水电气暖等全方
位配套服务，管委会项目建设管理局成

立“象湖里”公共配套服务专班，立足实
际，现场办公，了解项目周边存在的问
题，协调有关部门解决。截至目前，配
套变电站已经建成，管网配套道路即将
开工，基本可满足年底投用需求。项目
负责人陈保权表示，自入驻以来得到了
管委会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服务项目的
工作专班，更是一对一精准贴心服务，
这使企业投资心里有底气，有温暖，更
有信心。 （岳金金）

郑州市白沙园区心系企业精准服务

“我叫钢敦敦，讲规矩，讲纪律，话
廉洁，正风气，廉洁文化我传递……”，
近日，中铁建设物资公司纪委发布的

“钢敦敦话廉洁”微视频，刷屏干部职工
的朋友圈，大家纷纷点赞、好评如潮。

“钢敦敦话廉洁”是该公司新推出
的廉洁教育品牌，以公司文化品牌形象

“钢敦敦”为载体，让廉洁教育接地气、触
人心。为打通廉洁教育“最后一公里”，
该公司纪委连续四年开展“不忘初心、廉

洁同行”家庭助廉活动，通过写一封廉洁
家书、制作一张廉洁卡片、手绘一把清风
扇等多种活动形式，动员家庭成员人人
参与，共筑家庭拒腐防线。

此外，他们认真贯彻十九届中央
纪委六次全会精神，将“对年轻干部从
严教育管理监督”作为今年工作重点，
汇编《年轻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集》，为年轻干部系好廉洁“安全带”。

(曹艳丽 李培)

中铁建设物资公司纪委廉洁教育“走新”又“走心”

西峡县在成功创建“省级法治政
府建设示范县”的基础上，实施“八个
一”行动，为争创全国法治政府建设
示范县奠定坚实基础。召开一次动
员大会，启动创建；成立一个工作专
班，明确责任；制定一个实施方案，细
化任务；开展一系列学习培训，提升

能力；组织一次执法考试，检验水平；
进行一次法治政府督察考核，压实工
作；举办一次法治政府建设成果展，
展现成绩；编撰一套法治政府工作年
鉴，总结成果。通过“八个一”行动，
使争创工作坚实推进。

（曹书君 李双喜）

日前，中建路桥集团建设发展公司中标西气
东输三线中段（中卫—吉安）项目枣阳—仙桃段
山岭隧道工程。该工程是西气东输三线工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位于湖北省随州市，建设内容主
要包括大洪山1#隧道、黄杨山1#隧道和黄杨山2#

隧道等。建成后对进一步构建完善中国西北能
源战略通道和天然气骨干管网，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有效缓解我国中南和东南沿海各省天然气供
需紧张矛盾，保障沿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节能
减排具有重要意义。

（江建飞）

日前，洛阳市洛龙区古城街道坚
持把能力作风建设同中心工作紧密结
合起来，把岗位当作练兵场，锤炼过硬
作风，强化使命担当，推动“能力作风
建设年”活动不断走深走实，以实际行
动交出满意答卷。结合“能力作风建
设年”活动要求，制定全年政治学习计
划，坚持用好中心组“第一议题”、周四
政治学习例会、街道党校等载体，用党

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制定“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实
施方案，将招商引资、拆违治乱等重点
工作作为检验能力作风建设成效的练
兵场，在街道上下形成干事创业、争先
创优的浓厚氛围。建立街道自查台
账，梳理存在问题，制定整改措施，明
确完成时限，切实把问题解决到位、把
工作落实到位。 （王上清）

锻造能力强作风 踔厉奋发开新局

实施“八个一”争创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

为加快郑东新区自贸区
块科技企业发展，为企业提供
技术赋能，打造自贸特色虚拟
产业园，推动企业协同发展，
近日，由郑州市郑东新区自贸
办主办、河南自贸虚拟产业园
运 营 方 UFO.WORK 承 办 以

“科技赋能 慧创未来”为主
题的技术交流活动，在河南
自贸虚拟产业园龙宇国际如
期举行。活动中，华为 HDG
组织者、百度飞桨郑州领航
团负责人李迪介绍了华为开

发者社区全球项目，为参会
企业技术开发人员提供深度
交流展示的平台。河南小数
点 大 数 据 CEO 分 享 了 VR/
AR 与 元 宇 宙 等 技 术 话 题 。
作为郑东新区自贸办“万人
助万企”活动的一项内容，本
次活动旨在为自贸区内科技
企业搭建互动平台，促进企业
在技术革新、人才培养等领域
交流提升，助力自贸区企业实
现快速发展。

（王琨）

“我有 270积分，能换 2袋面、2袋米、20包
挂面、1 桶油……”3 月 24 日，在通许县朱砂镇
演武岗村爱心美德公益超市里人头攒动，前来
兑换商品的群众笑容洋溢，热闹地交流着彼此
的兑换计划。据悉，朱砂镇以爱心美德公益超
市为依托，以美丽庭院、“好媳妇”、“好婆婆”等
评比为抓手，探索出通过积分发放奖励先进，动
员大家以行为换积分、以劳动换积分，养成清洁
家园、团结互助等良好生活习惯，杜绝等、靠、要
思想，不断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马草原）

爱心公益小超市
扮演乡村振兴大角色

助力西气东输建设

3月 24日，由郑州市郑东
新区金融服务局和中原金融
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第十六期

“中原金融大讲堂”在线成功
举办。本次大讲堂邀请中国
建设银行原首席风险官、中信
集团原监事长朱小黄作为主
讲嘉宾，围绕“拥抱风险——
风险社会与风险管理”主题，

重点从风险概述、风险管理
的基本原理和观念、商业银
行风险管理要点、个人投资
风险戒律和企业投资风险管
理定律等多个方面分享了精
彩演讲。大河财立方平台同
步直播，累计 37 万余人在线
观看。

（杨娟）

第十六期“中原金融大讲堂”在线成功举办

以科技赋能 助力郑东自贸区块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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