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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悦）本赛季中超 6轮不败的纪录在 6
月 28日这天戛然而止，面对上赛季的冠军山东泰山，河南
嵩山龙门以 0∶2完败，更加糟糕的是钟晋宝在本场比赛还

“吃”到了一张红牌，这让主帅哈维尔在下一场比赛中可用
的牌又少了一张。

本场比赛之前，今年还未尝一败的嵩山龙门与山东泰
山之间的比赛，被认为是海口赛区最具看点的焦点之战。
双方在第二轮的交手中，嵩山龙门曾以4∶1大胜对手，山东
泰山又在第 6轮遭遇了本赛季的第二场失利，因此外界认
为本场比赛嵩山龙门的赢面要更大一些。

让人担忧的是，嵩山龙门的外援前锋多拉多，赛前突感
身体不适，保险起见，主帅哈维尔并没有将他安排进比赛大
名单。多拉多的缺阵，也让嵩山龙门的攻击力大打折扣，防
守压力顿减的山东泰山，最终可以放心大胆地打起攻势。

占据主动的山东泰山，在第23分钟由金敬道抓住机会
打破场上僵局。第 35分钟，嵩山龙门后卫罗歆禁区内手
球，又送给了对手点球的机会，泰山队外援克雷桑将比分扩
大为2∶0。两球落后的嵩山龙门，在中场休息时连换三人，
第76分钟，钟晋宝的一次飞铲，让他被主裁判直接罚下，这
张红牌也彻底断送了扳平比分的希望。最终，2∶0的比分
一直保持到了终场哨响，河南嵩山龙门在尝到了本赛季首
场失利的同时，也将联赛前三名的位置拱手让给山东泰山。

本场比赛的失利，让嵩山龙门不败的势头就此终结，而连
续两场比赛“吃”到红牌，也值得全队赛后加以反思总结。7

随着6月 18日第22068期（派奖第29期）开奖结束，历
时两个多月的超级大乐透10亿元派奖活动圆满落下帷幕。

据统计，派奖 29期以来，超级大乐透共中出 168注一
等奖，其中 78注分享了 3亿元派奖奖金；1294注二等奖分
享了1亿元派奖奖金；1.08亿注固定奖分享了5.6亿元固定
奖派奖奖金；2033万注分享了 4000万元十五周年特别奖
派奖奖金。是一次真正意义上普惠大众的派奖。

派奖期间，超级大乐透累计销售93.07亿元，为国家筹
集公益金33.50亿元，诞生了单票最高奖——9288万元，催
生了7注单注3299万元追加投注一等奖。

派奖期间，超级大乐透诞生了单票最高奖——9288万
元，落户云南楚雄。此外，在单票中奖金额TOP5排行榜上，
浙江温州中出的9204万元、黑龙江哈尔滨中出的6431万元、
云南曲靖中出的4768万元以及江苏无锡中出的3915万元分
别排名第二至第五位。派奖期间，超级大乐透共诞生了7注
单注3299万元追加投注一等奖，分别是花落浙江台州、云南
昭通、甘肃兰州、河南焦作、四川遂宁、广东深圳、山东临沂。

伴随着 10 亿元大派
奖活动的圆满落幕，超级
大乐透将继续扬帆起航，
开启新的征程，为广大购
彩者送去更多美好和快
乐，为国家公益事业作出
更大的贡献。 （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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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10亿元大派奖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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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有权按劳取酬，这是谁都明白的

道理。但偏偏有一位劳动者因为是足球运

动员而陷入讨薪无门的境地，这就是足球运

动员李根与沈阳东进足球俱乐部之间的著

名“讨薪案”。《体育法》规定：“在竞技体育活

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

仲裁。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

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

体育仲裁机构却迟迟未能“落地”。这种矛

盾的现实让 2013 年踏上讨薪路的李根数年

间遭遇了一连串“不予受理”“驳回起诉”，落

入“没人管”的囧境。

这种尴尬将成为历史——6 月 24 日，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表决

通过新修订的《体育法》（以下简称新《体育

法》），定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新

《体育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

调解仲裁法》规定的劳动争议，不属于体育

仲裁范围”。因劳动报酬发生的争议妥妥地

属于劳动争议，可以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仲

裁，也可以打官司，总之球员讨薪“没人管”

的事不大可能再重演了。

现行《体育法》于 1995 年颁布实施，历经

2009 年、2016 年两次小改。本次修订，新《体

育法》增设“体育产业”“反兴奋剂”“体育仲

裁”“监督管理”四章，由原来的 8 章 54 条扩

容至 8 章 122 条，堪称“大修”。而以人为本，

体现时代发展、回应社会关切，则渗透在新

《体育法》每一处修改中。

与《体育法》颁布实施同一年，国务院于

1995 年印发《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全民健身

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体育健身活动在中国人

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随着十八大提出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

技体育全面发展”，全民健身以国家战略的高

度，让中国体育的意义更加多元，对普通人的

贴近性更加明显。因应时代发展，新《体育

法》将“社会体育”章名修改为“全民健身”，突

出了全民健身在体育事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

用，明确国家实施全民健身战略，构建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鼓励和支持公民参加健身

活动。同时也着力通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优化配置各级

各类体育场地设施，优先保障全民健身体育

场地设施的建设和配置”等规定关注公众健

身需求，解决“健身难”。

由于肥胖、近视、体态不良等问题多发，青

少年体质与健康状况日益引起各方关切。

2020年，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

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新

《体育法》回应了这份社会关切，将“学校体育”

章名修改为“青少年和学校体育”，提出“国家

实行青少年和学校体育活动促进计划，健全青

少年和学校体育工作制度”，从体育课时、活动

时间以及师资、场地等多个方面，将青少年和

学校体育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2021 年 5 月 22 日，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

一场山地越野马拉松比赛因遭遇极端天气，

最终造成包括多位国内顶尖高手在内的 21

人遇难，悲剧震惊全国，对体育赛事活动的

主办者、管理者、参与者敲响了安全警钟。

新《体育法》新增“监督管理”章节，普遍认为

与此有关。新《体育法》加强了对高危险性

体育项目和赛事活动的监管，设置了突发公

共安全事件时的熔断机制，细化体育赛事有

关责任方的安全监管义务以及执法方面的

相关规定。在社会资本涌入带来的体育经

营活动日益增多、体育市场蓬勃发展的背景

下，为规范市场秩序、保证赛事活动安全提

供了法治保障。

近年来，退役运动员的“出路”问题频频

引发社会关注。相较此前“国家对优秀运动

员在就业或者升学方面给予优待”的简单条

文，新《体育法》对运动员权利着墨颇多，从

科学、文明的训练，到保障处于义务教育阶

段的运动员完成义务教育，再到加强对退役

运动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和社会保障，为退役

运动员就业、创业提供指导和服务，都彰显

了对运动员权益的保护。

全民健身的旺盛需求，催生出体育产业

的巨大“风口”，对调整经济结构、增加就业、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

化体育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国务院印发的

《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提出到

2025 年，通过全民健身带动全国体育产业总

规模达到 5万亿元。新《体育法》在总则和新

增“体育产业”章节中，明确了国家发展体育

产业的基本立场和具体措施。

今年上半年，由于多名国外选手药检

“爆雷”，多枚奥运奖牌“回到”中国选手手

中。新《体育法》新增“反兴奋剂”章节，再次

表明我国在反兴奋剂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和

坚决态度——拿干净的金牌。

直面体育现实问题，积极回应公众新要

求新期待的新《体育法》，折射出中国体育走

向“法治体育”的时代变迁，为新时代体育事

业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8

本报讯（记者 黄晖）记者从河南省
重竞技航空运动中心了解到，在 6月 24
日于韩国春川开赛的 2022 亚洲跆拳道
锦标赛中，河南小将肖晨鸣为中国队摘
得一枚铜牌。

本次跆拳道亚锦赛为期 4天，共设
16个级别，每个国家或地区男女项目各
限报 6人。参赛选手中包括东京奥运会
冠军班妮巴·翁巴达那吉和尤鲁贝克·
拉什托夫，世锦赛冠军裴准叙、大奖赛
冠军米尔哈什姆·何塞尼和萨利赫·艾
尔沙拉巴提等亚洲跆拳道名将。中国
队共派出包括肖晨鸣在内的 12名运动
员参赛。

首个比赛日，中国队派出骆宗诗、肖
晨鸣、王肖璐三名选手参赛。近来状态
上佳的骆宗诗获得女子 57公斤以下级
金牌，首次参加亚锦赛的肖晨鸣、王肖璐
同样表现不俗，分别获得男子 68公斤以
下级和女子53公斤以下级铜牌。

1999 年 4月出生的肖晨鸣 2015 年
进入省队，2016年就开始在国内外赛场
崭露头角。先后夺得 2016 年全国跆拳

道精英赛男子58公斤级第三名；2018年
全国跆拳道锦标赛冠军总决赛男子 58
公斤级第一名；2018年跆拳道世界杯团
体第三名；2021年全国跆拳道精英赛男
子58公斤级第一名。

巴黎奥运周期开始，肖晨鸣给自己
的2022年定下目标：“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能胜。”“新周期，我一定会更加
努力完成训练比赛任务，再创佳绩。”肖
晨鸣说。

5月 30日，中国跆拳道协会组织备
战巴黎奥运周期 2022 年第二期国家跆
拳道队集训，肖晨鸣名列其中。此番他
凭借出色表现在亚锦赛夺得铜牌，真正
做到了“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
胜”。

河南跆拳道近来好消息不断。于 6
月 18日在山东潍坊结束的 2022年全国
跆拳道青年精英集训营交流选拔赛中，
河南选手敢打敢拼、发挥出色，孙佳慧、
李佳峰分别夺得女子+68 公斤级第一
名、女子 46公斤级第二名，入选了国家
青年队集训名单。8

新《体育法》新在哪

跆拳道亚锦赛，河南小伙摘铜

体坛快评

新《体育法》突出了全民健身在体育事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图为2021年 4
月18日进行的郑开马拉松赛。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河南省体育局关于2021年度体育彩票销售
及公益金使用情况的公告

2021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

国家体育总局的关心指导下，在省财政厅、

省审计厅的有效监管下，全省体育部门进一

步加大体育彩票销售和管理力度，有效保证

全省体育彩票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推进社会

公益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和《彩票管理条例

实施细则》规定，现将2021年全省体育彩票

销售及省体育局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

情况公告如下：

一、体育彩票销售及公益金
筹集情况

2021 年，全省共销售体育彩票 167.66

亿元，为国家筹集体育彩票公益金 41.78亿

元，其中：上缴中央财政 20.89亿元，我省留

用20.89亿元。

二、省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
预算支出情况

按照《河南省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豫

政办〔2013〕15 号)确定的省留用体育彩票

公益金分配政策，省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全

部实行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按照省人大

批复的部门预算，2021年共安排支出81300

万元，用于实施群众体育工作和资助竞技体

育工作，详情如下：

(一)实施群众体育工作情况

一是加快建设场馆设施。全年新增（更

新）全民健身设施项目 1400余个。加快推

进省体育综合训练中心暨全民健身中心项

目建设，项目列入省国民经济发展“十四五”

规划，形成了项目前期报告。制定《河南省

体育领域灾后重建工作方案》，安排专项资

金对省级体育场馆进行加固整修，对受灾严

重的郑州、新乡、鹤壁、安阳、周口等地在资

金预算安排上给予支持。

二是广泛开展赛事活动。组织 14个体

育协会和 2个项目中心承担全运会群众体

育 19个项目的备战参赛任务，我省获得比

赛类项目 2金 3银 5铜，展示类项目 2个一

等奖、3 个二等奖、8 个三等奖。积极融入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开展线

上线下健身活动，举办了“乒动中原”大众

乒乓球公开赛、“环中原”自行车公开赛、中

华轩辕龙舟大赛、省豫冠足球联赛、省城市

男子篮球联赛等。结合“全民健身活动月”

和“全民健身日”，组织线上线下活动 800

余次。投入 300 万元支持群众性冰雪运

动，开展“上冰雪、迎冬奥”全民冰雪梦想季

活动和滑轮、滑板、地掷球冰壶、旱地冰壶

等类赛事推广培训。建立协同机制，组织

沿大运河 9省辖市开展“走大运”全民健身

健步走，推进太极拳“六进”，开展“奔跑吧·
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举办幼儿

和中小学体操、篮球、航空航天模型等特色

赛事，带动和影响百万儿童青少年参与体

育健身。

三是不断丰富健身服务。争取中央补

助和奖励资金 3048万元，安排省本级配套

资金 1425万元，用于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

开放。安排专项资金 600 万元，在郑州等

6 地开展优惠券发放试点，鼓励群众参与

健身。推进“国民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指

导中心（站）”标准化建设，指导 190 余个

指导服务机构开展常态化服务，全年服务

达到 18 万人次。开展“走基层送健康”志

愿服务，组织太极拳、健步走等项目技能

培训、公益讲座、推广展示等系列活动 54

站，举办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 22期。印

发《关于加强社会足球场地对外开放和运

营管理的实施意见》，提升足球场地服务

保障能力。

四是后备人才队伍建设有力。联合省

教育厅，举办省级体育传统特色学校锦标

赛、幼儿基本体操锦标赛、快乐体操比赛、普

通高等院校体操比赛、少儿趣味田径赛、三

人制篮球锦标赛、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无

人机和模拟飞行锦标赛等特色体育赛事活

动，有效推动体教融合工作，引领广大学生

参加体育锻炼，发现、培养一批有兴趣、有特

长的运动员。举办省级青少年体育赛事 81

项次、省级传统体育特色学校锦标赛 6 项

次、省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比赛 4项次，营造

举办省运会、推动后备人才发展的浓厚氛

围。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人数 9万余人，储备

了竞技体育持续发展人才基础。

2021 年 度 省 体 育 局 预 算 安 排 使 用

49006.7万元，其中：

1.用于全省实施城乡基层全民健身设

施器材补助、室外体育活动广场、全民健身

综合馆、新型智慧化室外健身房、公共设施

以奖代补、体育场馆升级改造、老年人健身

场地等设施建设18446.3万元。

2.用于全省青少年体育训练 10222.3万

元。

3.用于全省资助或组织开展全民健身

活动8599.1万元。

4.用于全省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

开放和省体育局直属体育场馆单位补助

5193.7万元。

5.用于全省资助群众体育组织和队伍

建设2378.3万元。

6.用于全省国民体质监测及其他 1956

万元。

7.用于全省社会足球场地建设 2211万

元。

(二)资助竞技体育工作情况

一是重大赛事活动成绩斐然。坚持“抓

奥运带全运”的指导思想，我省14名运动员

代表国家参加第 32 届奥运会，获得 2 金 1

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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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届全运会，我省

466 名运动员参加 28 个大项的比赛，获得

16金 11银 17铜，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实

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深化跨

界跨项选材，第 14届冬运会已进行的项目

中，我省获得 5金 4银 1铜。积极承办全运

会场地自行车项目决赛和羽毛球、跆拳道、

散打、田径等项目资格赛，实现了参赛办赛

“双出彩”。

二是竞技体育基础更加夯实。着眼国

家“强化基础体能训练，恶补体能短板”要

求，狠抓体能训练，进入第14届全运会决赛

的人数创下历届新高。持续巩固自行车、赛

艇、空手道、散打等优势、领先项目，围绕新

兴项目打造核心人才竞争优势，自行车、田

径、霹雳舞、拳击、游泳等项目一批新人脱颖

而出。做好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实现

了干干净净参赛。加强青少年体育管理人

员、体校教练员等培训，提升服务管理能力。

2021 年 度 省 体 育 局 预 算 安 排 使 用

32293.3万元，其中：

1.用于支持运动队参加国际国内运动

会8259万元。

2.用于补充运动员保障支出 6038.3 万

元。

3.用于支持运动训练比赛器材购置及

科研医疗仪器购置6356万元。

4.用于改善训练比赛场地设施条件

7181.2万元。

5.用于资助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及体育

科研4458.8万元。

全省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做到了严

格按照国家规定和财政部门管理要求执行，

收支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切实将体育彩票公

益金用之于民。

感谢全省人民对河南省体育彩票工作

及社会公益事业的大力支持！

2022年6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