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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银发族健康 展“夕阳红”风采

2021全省老年人要练点啥
在河南南阳有这样一位体彩人，作为一名老党员，把服务

老百姓、为群众办实事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从基层工作岗位
退休后，他加入了公益体彩这个大家庭，继续发挥自己的余
热。他叫李耀文，4113020237体彩实体店代销者，他以一个
老党员的要求继续践行着自己的公益初心和使命。

“当年入党时，我就立志服务大众。”在交谈中，今年 55
岁、有 29年党龄的李耀文道出了 1991年光荣地加入共产党
时的初心。“在村里时，谁家孩子上学没钱交学费了，没钱买
化肥了，我都会尽力帮忙，后来有的还给我了，有的就没再
提，谁叫咱是小队干部，更是党员呢，哈哈……”当过小组组
长、村信用社会计的李耀文爽朗地笑着说。

2017年，李耀文到南阳市担负起接送孙子的任务。闲暇
之余的李耀文了解到，从事体彩销售不仅能赚生活费减轻孩
子们的负担，还能为国家体彩公益金的筹集贡献力量，是一
份“理想”的公益事业。他便向河南省体彩南阳分中心递交
申请，盘下离家较近的门店，开始了50岁后的再一次“创业”。

“经营体彩实体店跟种庄稼一样，人勤地不懒，啥时候施
肥、啥时候浇水，是有技巧的。在体彩这块田地里‘耕种’，不仅
愉悦了我的晚年生活，也为公益事业做出了微薄贡献，发挥一
个老党员的余热。”能够从事体彩事业，李耀文一直感到自豪。

走进李耀文的体彩实体店，“服务周全”是大家的第一感
受，店里免费供应茶水、瓜子，还配备了雨伞、急救药包、老花
镜、充电宝等便民物品。

在南阳体彩分中心的支持下，李耀文在店里设立了便民
服务区，开设“运动角”等多项便民举措。他还精心准备了体
彩公益宣传专栏，把体彩实体店建设成为一个购彩者休闲、
娱乐、交流的平台，也为购彩者提供一个了解体彩文化的宣
传园地。

2018年，李耀文的实体店南隔墙的早餐店每天都会有一
批“特殊的”客人——十余名环卫工人身着工作服，进店喝胡
辣汤、粥饭，吃包子、馒头、油条、鸡蛋，管饱还不用掏钱。这
些起早贪黑的环卫工人都拿着李耀文送的专制名片“结账”，
每到月底，李耀文都会去早餐店结一次账。李耀文的体彩实
体店如今已经成为附近环卫工人的休息站，添热水，进店歇
脚，环卫工人午休时也会到店里坐坐。

“体彩是国家公益彩票，筹集的公益金也是用之于民。
体彩公益金支持的‘快乐操场’丰富了山区孩子的体育课
堂。说起来，这里面也有我们代销者的一份贡献。力所能及
参与一些公益活动，也是我作为一位体彩人对这项事业的支
持。”李耀文说。 （丰佳佳）

本报讯（记者 黄晖 实习生 张子健）
“2020年 12月 17日太极拳成功申遗后，太
极拳专委会迅速行动，免费举办 2020年全
国老年人 26式陈式、杨式、吴式、孙式、武
式、和式六式太极拳网络培训班，极大地激
发了全国老年人习练太极拳的热情。培训
班通知一经发布，报名电话、微信此起彼
伏，真正成了‘烫手热线’。十几天时间，共
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注册学员达到 24836
人，线上平台总访问量超过了 55万人次。

焦作、开封、三门峡、封丘县等地也及时举
办了太极拳展演活动，庆祝太极拳申遗成
功。”1月 8日，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
靳克文说。当天，2021年全省老年体育工
作会议在郑州召开，总结2020年全省老年
体育工作开展情况，并对2021年的工作进
行部署。

太极拳网络培训班的红火，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河南老年体育工作的组织能力和
老年人的参与热情。而这些，在2020年这

个特殊的年份里，成为老年体育工作有序、
有效开展的有力支撑。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袭，省
老年体协第一时间向全省老年体育工作者
和广大老年人传递关于做好疫情防控的科
学信息，指导各地老年体育工作者聚焦疫
情防控，在广大老年健身爱好者队伍中传
递了科学应对疫情的正能量，确保了全省
老年体育工作队伍无一人感染。

疫情给全民健身活动带来了新挑战：
居家健身，也开辟了新战场：线上。随着疫
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省老年体协也积极倡
导居家健身，培训教学、赛事活动积极转战
线上，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老年人线上线
下健身的热潮。2020年省老体协共发布
健身指导视频29期，组织参加全国线上培
训7项次。倡导并组织开展了老年人广场
舞、健身秧歌、太极拳、柔力球等线上展示
交流活动，展示居家健身的风采，交流居家
健身的经验，2020年共承办全国示范推广
健身活动 3项次，组织参加全国线上活动
10项次，组织举办全省线上展示交流活动
13项次，直接参加人数 5万余人。各地老
体协在举办元旦春节、迎中秋、庆国庆和老
年节的活动方面，更是形式多样、丰富多
彩，近10万名老年人直接参与了各级各类
活动。

在老年健身场地建设方面，我省探索
形成了“3+×”建设模式，形成了“沿黄一

条带、京广一条线、郑州为中心、辐射其他
片”的河南老年健身场地建设布局，建设模
式和建设成效在国内首屈一指。

在赛事供给方面，近年来，我省已打造
出“公仆杯”乒乓球赛、老年人广场舞大赛、
全省老年人文体优秀节目大赛和全国老年
人太极拳邀请赛等影响力逐年扩大的品牌
赛事，我省各地创办的单双拍柔力球和黄
河杯、牡丹杯、红旗渠杯、七夕节门球赛等
赛事活动深受省内外老年体育爱好者欢
迎，已成为一些地方的品牌赛事。

2021 年的全国第四届老年人体育健
身大会，是展示四年来我省老年体育事业
发展成果、老年人科学健身水平的综合性
体育盛会。我省在第二届、第三届全国老
健会上取得了一流的成绩。第四届全国老
健会上，河南省的目标是“保持优势并努力
保持领先位次”，以充分体现近四年来河南
老年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为了实现这个
目标，省老体协用三个“最”全力以赴。从
去年开始，省老年体协就启动了老健会备
战工作，通过实地考察，层层推荐，集中培
训和优胜劣汰的办法，对太极拳（剑）、乒乓
球、网球、气排球、健身气功、持杖健走等
12个项目进行了针对性的培训和选拔，力
争把最好的运动员选出来，把最优秀的教
练员请过来，把最好的成绩展示出来，在第
四届全国老健会上展示一流水平，赢得一
流成绩，展现一流形象。⑥11

我省队员在参加健身气功比赛。本报通讯员 刘红 摄

本报讯（记者 黄晖）河南省运动医学
与康复中心暨郑州大学体育学院运动表现
与康复中心揭牌仪式 1月 9日在郑州大学
体育学院隆重举行。

随着全民健身的深入开展，很多人都
听说过“运动康复”，但对它的作用却不甚
了了。其实，作为体育和医学交叉的前沿
学科，结合了前沿理念和先进专业设备的
运动康复，应用领域非常广泛。

据介绍，经常运动的人有接近 20%都
会经历运动伤痛，专业运动员的伤病情况
就更为常见。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立足于服
务各类运动人群，筹建了运动医学与康复
中心。由郑州大学体育学院与深圳好家庭

集团合作投资近 3000万元的郑大体院运
动表现与康复中心，采用世界顶尖的健身
训练设备，曼联等球队以及美国四大职业
体育联盟运动队，超过 80%都在使用这种
器材，可以输出并分析数据，达到对运动表
现及训练效果的数据化管理。

“河南是人口大省、体育大省、教育大
省，需要高水平、专业化的运动康复领域的
人才和科技支撑。”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党委
书记张绍通说，除了为我省各专业运动队
的竞赛训练提供全方位、高层次的医务保
障，中心还会面向社会开放，服务于全民健
身，为运动人群、老年人群提供全生命周期
覆盖的运动康复和健康管理服务。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上周末，中国足
协透露，在 58家职业俱乐部上报的中性
名里，只有 80%左右符合要求，而中超
俱乐部中，以原名字上报的长春亚泰和
以新名字上报的山东泰山都被认为不符
合要求，被要求尽快修改再申报。至于
此前因改名“洛阳龙门”而陷入争议旋
涡的河南建业俱乐部，已经正式向中国
足协申请延期审批。对此，建业俱乐部
在 1月 11日也表示，俱乐部正在与相关
各方进行积极沟通，并抓紧时间拟定新
的名字。

由于改名“洛阳龙门”被认为是忽
视 了 全 省 球 迷 多 年 来 对 俱 乐 部 的 感

情，因此在遭到诸多球迷协会的反对
后，建业俱乐部也在第一时间做出回
应。据了解，在和相关单位进行多方
沟通后，关于改名一事，建业俱乐部未
来会明确保留“河南”二字，而全名会
叫“河南”什么俱乐部，还需要各方的
最终商定。

根据规定，各俱乐部应不晚于 2021
年 2月 28日在中国足协完成 2021 赛季
的注册手续。不过，考虑到北京国安因
为涉及股份收购的问题，申请延期3个月
再提交俱乐部名称。建业俱乐部改名虽
然看似简单，但多方利益考量下，也不是
一拍脑袋就能定下来的。⑥9

高端运动康复中心落户郑大体院 建业更名申请延期

□李保平

集聚区建设看孟州，孟州的故事说不完。
我省推进集聚区建设以来，孟州7次进入

全省前十，打破多项纪录，多年来，继续以大体
量，高速度、高质量书写发展传奇。

继装备制造、皮革制造、生物化工三个成
熟产业后，孟州集聚区又创造性地孵化出电子
信息和保税经济两个产业，当下，规划面积
29.6 平方公里的孟州市产业集聚区，中欧先
进制造业产业园、生物化工产业园、隆丰皮革
制造产业园、电子信息产业园、新能源产业园、
保税经济产业园六大园区日新月异。

作为全省 11家三星级产业集聚区之一，
孟州打造了中原内配气缸套、隆丰皮草羊剪
绒、广济药业核黄素三个单项制造业冠军。截
至目前，产业集聚区共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97家，其中六大产业企业71家，占比74%，六
大产业增加值占全区规上工业比重达75%。

更强——
不断强壮三大百亿主导产业

孟州集聚区打造的三大主导产业，不夸张地
说，在全球范围内来讲也是具有一流的竞争力。

中原内配（SZ 002448）作为国内内燃机
气缸套的龙头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45%，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 15%，在行业内有
着卓越影响力。隆丰皮草企业有限公司是世
界上最大的羊裘皮鞣制企业，占地3000多亩，
羊皮日加工能力达3万张，拥有员工1万多人，
是国家羊剪绒行业标准唯一起草单位。生物
化工产业也集聚了多家企业。集聚区三个主
导产业，三个百亿集群，近年来，不断强壮根
基，培育竞争力，使主导产业越来越强。

装备制造产业：目前，装备制造产业已形
成以中原内配为龙头，中原GKN、中内凯思等
企业为骨干的产业集群。

针对装备制造的转型升级，集聚区规划建
设了占地 3平方公里的中欧产业园，作为与欧
洲工业 4.0战略对接合作的重要载体，着力提
升区域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依托中原内配行
业龙头地位，加大与德国莱茵金属、英国吉凯
恩、美国福特和通用及中国一汽等国内外知名
企业合作，拉长产业链条，不仅实现了由单一
气缸套到发动机摩擦副的全覆盖，而且还延伸
到汽车电子、智能驾驶、智能装备等领域，进一
步扩大了行业领先优势。

皮革制造产业：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规划
建设了总投资 70 亿元的隆丰皮革制造产业
园，采用行业最先进的“五无”（无醛、无盐、无
磷、无铬、无金属）生态清洁鞣制工艺，全部建
成后将实现废气、污水、污泥的全部回收利
用。全面推进隆丰皮草集团国际化进程，收购
了西班牙百年制革企业——革乐美公司，与路
易威登、香奈儿、UGG等世界知名品牌实现深
度合作，实现了由原皮加工到终端产品的全产
业链覆盖。

生物化工产业：目前，生物化工产业已形
成以广济药业为龙头，金山化工、豫农生物、华
兴公司等企业为骨干的产业集群。

坚持壮大产业规模与提高产品竞争力并
举，重点扶持一批骨干企业迅速发展壮大，成
为行业细分领域的“单项冠军”。广济药业核
黄素产销量世界第一，金山集团纯碱产销量位
居行业三甲，孟州华兴等公司酒精价格成为全
国酒精行业价格的重要风向标。围绕广济药
业、金山化工等重点企业，拉长产业链，拓宽产
品线。广济药业实施了总投资5.1亿元的维生
素B12项目，保持了行业领先。

更新——
培育新兴产业不止步

在全国精密电子领域，近年来，孟州集聚
区的皓泽电子成为一匹黑马，该企业以261项
专利技术积累的高门槛开发的对焦闭环马达、
光学防抖马达等新产品，向 OPPO、小米、中
兴、魅族、华为荣耀系列等一线知名智能手机

品牌大批量供货，以 20KK的月出货量位居国
内前列，综合竞争力进入全球VCM马达最具
竞争力企业10强。

皓泽电子即是孟州集聚区探索新产业，积
累新优势的案例。为放大这一优势，孟州集聚
区规划建设了占地600亩的电子信息产业园，
已入驻皓泽电子、康耀电子等企业 6家。该产
业园的亩均税收达到 271万元/亩，是省定标
准的18倍，目前皓泽电子已进入上市辅导期，
并进入上市排队通道。

像电子信息产业一样，孟州集聚区还培育
了新能源产业园和保税经济产业园，其中，新能
源产业总投资30亿元的领途电动汽车项目首
车已下线，近期将量产，实现了由汽车零部件向
整车制造的历史性跨越。总投资3亿元的新能
源汽车配套产业园已与汽车座椅、车身材料等
4家配套企业达成合作意向。保税经济产业，
建成了河南省第二家B型保税物流中心、河南
省第二家跨境电商平台、河南省第三家进口肉
类指定口岸、进境动物皮张存放仓库四个对外
开放平台。目前正与河南中璞实业公司合作，
计划投资10.5亿元开展冷链物流项目。

在创新方面，一是创新新业态，二是实现
科技创新，累计建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1
家、17家省级工程技术中心、7家海外研发中
心，5家企业主持和参与制定了14个国家和行
业标准，高新技术企业每年研发经费支出不低
于年销售收入的3%。

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2020年焦作市首
届院（校）地科技合作洽谈会上，孟州市与科研
院所对接科技成果和重大技术需求 36项，达

成合作意向 22项，签约项目 14个，总投资额
超 80亿元。其中，中原内配公司与中科院宁
波所签订了“发动机摩擦副涂层关键技术研发
与应用”项目，将在复合材料智能制造、动力锂
电池、储能技术等领域开展合作，并设立“中国
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孟州）创
新中心”；隆丰皮草与四川大学签订了总投资
2.5亿元的“四川大学制革清洁技术国家工程
实验室孟州研究院”项目；格林沃特与中国石
油大学签约了总投资 3亿元的石油助剂项目；
中原智信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航天二
院签订“基于 5G可姿态调控的搬运机器人研
发”“双相机视觉检测系统研发”军民融合项
目 2个。同时，突出“高精尖缺”人才引进，皓
泽电子林聪、龙旺玻璃李宏彦先后入选国家
相关人才计划。

更快——
“第一时间”推进高质量发展

先行即是优势，时间即是先机。
孟州市坚持把产业集聚区作为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主战场，坚定
不移推动产业集聚区“二次创业”，第一时间全
面贯彻落实“河南省产业集聚区高质量发展方
案”，实行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全面激发企业

“三大改造”的内生动力，企业核心竞争力有了
新的提升。

集聚区坚持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新兴产
业智能化培育同步发力，皓泽电子、康耀电子
建成全自动生产线，用工缩减 30%；中原内配
建成河南省智能车间；中内凯思汽车新动力系
统有限公司年产 180万只钢质活塞项目数控
化 率 90%以 上、效 率 提 升 30%、人 员 减 少
75%。

集聚区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快建立绿色
发展的政策导向，以标准为引领，以绿色化改
造为重点，引导督促隆丰公司采用行业最先进
的“五无”（无醛、无盐、无磷、无铬、无金属）生
态清洁鞣制工艺，全部建成后将实现废气、污
水、污泥的全部回收利用，成为全球皮毛加工
行业绿色发展、清洁生产的典范。

集聚区坚持持续推动企业实施更大范围、
更高层次的大规模技术改造。晶能电源技改
项目建成后日产蓄电池 7万只，是过去的 14
倍，特别是其装配生产线操作人员由原来的
12人减少到1人。

…………

链长制推进以来，孟州集聚区围绕三大主
导产业和三大优势产业，开展“建链、补链、延
链、强链”招商，主攻上下游协作配套项目，做
到精准招商，引进省外项目46个，总投资 94.2
亿元，实际到位资金 45.5 亿元，居焦作前列。
在晶能电源项目建成投产后，今年又引进了志
兴塑业蓄电池专用塑壳、天盛超细玻璃纤维隔
板等配套企业。

孟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卢和
平说：“产业集聚区‘二次创业’书写了孟州高质
量发展的壮丽篇章，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做强主
导产业，做大新兴产业，做活特色园区，做实要
素保障，做优发展环境，确保孟州市产业集聚区
持续位居全省先进行列，保持省定三星级产业
集聚区标准，力争通过3—5年的努力将孟州市
产业集聚区打造成为国家级高新区。”

孟州集聚区 更强，更新，更快，继续引领高质量发展

孟州市产业集聚区鸟瞰图孟州市产业集聚区鸟瞰图

河南德众保税物流中心

隆丰鞋厂繁忙的生产线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制造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