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0月9日 星期三

联
办

焦作日报社
焦作市体育局 08

总 策 划：肖 萍
统 筹：孙 军
编 辑：王水涛
版 式：汪 洋
校 对：张雪晖
组 版：牛成文

焦作体育
与您同行

官方微信：
jzstjtyzx_xxb

官方微博：
焦作市太极体育中心

本报讯（记者孙军） 9 月 25
日至26日，市体育局党组在机关
会议室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第一次集中学习研
讨。市委第七巡回指导组到会指
导。

按照中央、省委、市委的部
署要求和市体育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整体安排部
署，9月25日和26日两天，市体
育局集中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学习研讨，目的
就是通过集中学习，进一步找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坐
标，更好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头脑，为主题教育深入开展打下
坚实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

两天来，市体育局党组成员
围绕党的政治建设、担当作为、
宗旨性质三个主题，深入细致地
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
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
要论述选编》相关篇目，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重要讲
话精神，并做了认真详细的学习

笔记，形成了感悟心得。在学习
过程中，市体育局党组成员通过
收听收看相关视频报道、进行知识
测试等多种形式，自学和集中学习
相结合，取得了良好效果。研讨阶
段，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围绕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重
要讲话精神，推动体育事业高质
量发展进行热烈的发言研讨。

大家认为，要围绕目标任
务，抓好体育系统“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办好让人民群众满

意的体育事业；要落实体育强国
建设要求，培养和输送更多优秀
体育人才；要加快发展体育产
业，为焦作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体
育力量；要弘扬体育文化，传承
焦作体育精神；要落实全市中心
重点工作，锤炼高素质干部队
伍。大家一致表示，要结合全市

和体育部门重点工作，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
重要讲话精神，守初心、担使
命，推动我市体育事业高质量发
展，为焦作在中原更加出彩中出
重彩、更精彩作出积极贡献。学
习期间，市体育局党组成员之间
还开展谈心谈话活动。

市体育局党组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第一次集中学习研讨

本报讯（记者孙军）为深入推进“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9月29日
晚，市体育局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该局党组书记、
局长肖萍以《守初心 担使命 办好人民
满意的体育事业》为题，与全体干部职工
交流自己在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的所学所思
所想。市委第七巡回指导组到会指导。

肖萍结合主题教育学习研讨体会和体
育部门实际，从认识初心使命，回顾党的
整个奋斗历程；牢记初心使命，为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践行初心使
命，办好人民满意的体育事业三个方面进
行了深入细致的讲解，深刻阐述了新时代
体育人的初心使命，激励系统广大党员干
部勇于担当、积极作为，推动焦作体育事
业昂首阔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肖萍说，对于体育人来说，初心和使
命就是要不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建设
体育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
聚力。我们要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
期盼为指针，以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
意不满意为准则，更加注重解决体育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主动服务人的全
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真正把体育事业
办成人民满意的事业。要认真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
建设，立足大局谋党建、结合业务干党
建、抓好队伍兴党建，以党建高质量推动
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肖萍指出，当前体育事业正处于历史
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全面建设体育强国，
办好人民满意的体育事业，与时代共成长
同奋进，全体体育人使命在肩，责任重
大。办好人民满意的体育事业就是要做到
竞技体育能出彩，健身需求能满足，区域
发展能推动。具体到焦作体育而言，就是
要在竞技体育方面，选拔、输送更多的“陈中式”体育人才，在
国内外赛场争金夺银，为焦作增光添彩；在群众体育方面，围绕

“三边”工程，解决群众健身难问题，满足群众健身需求，增强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在体育产业方面，围绕中心干工作，立
足全局抓产业，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挖掘和
充分激发体育消费潜力，全面提升体育产业的发展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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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军） 9 月
26日，市体育运动学校 （以下
简称市体校） 组织该校全体党
员到示范区苏家作乡寨卜昌村
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
动，追忆党的奋斗历程，感悟
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与优良作
风。

市体校全体党员在寨卜昌
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宣
誓广场重温了入党誓词。随
后，大家先后参观了寨卜昌村
的古建筑群以及示范区红色教
育基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

纵队纪念馆和太行革命老区纪
念馆。通过观看展柜、图片、
影像资料、历史遗物等，了解
这里厚重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信
息。大家表示，通过缅怀革命
先烈的丰功伟绩，更加深刻体
会到革命先辈不畏牺牲、前赴
后继的革命精神。在以后的工
作中，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
永葆共产党人本色，以强烈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把革命先烈留下的优良传
统一代代发扬传承下去。

市体校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参观红色基地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孙军） 9 月
29日上午，市太极拳协会举行
第三届一次常务理事会议。会
议报告了协会换届以来开展的
主要工作和有关事项，表决通
过了协会规章制度和增补的副
秘书长人选，为协会副会长单
位和常务理事单位授牌。市太
极拳协会会长、市人大常委会
原主任王明德主持会议。

据了解，今年 1 月份市太
极拳协会换届以来，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在市委、市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充分依托太极圣
地的独特优势，大力发挥协会
平台的交流促进作用，围绕市
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组织
开展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卓有成效的主题活动，
为普及推广太极拳运动，提高
群众健康水平，传承和弘扬中
华太极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市太极拳协会举行
第三届一次常务理事会议

市太极体育中心健身馆、
室外场地对现役军人、残疾人、
老年人等特定人群免费开放。

市太极体育中心室外篮球
场、室外田径场、室外门球场
对市民免费开放。

市太极体育中心太极拳文
化展示馆、道德模范展厅、国

民体质监测站、志愿者服务站
对市民免费开放。

市太极体育中心西广场和
北广场两个健身园以及 200 多
件各类健身器材、18个乒乓球
台、6 块羽毛球场地，全天向
市民免费开放。

（市体育场馆管理中心）

本报记者 孙 军

国庆假期，行走在市太极体
育中心健身步道上，只见道路两
侧绿油油的草地中融入了红、
紫、黄等五颜六色的花，周边绿
树成荫，花团锦簇，把市太极体
育中心映衬得十分美丽。一到晚
上，美轮美奂的灯光将市太极体
育中心点亮，璀璨的灯光让夜晚
在此游玩的市民切实感受到市太
极体育中心流光溢彩之美。连日
来，市体育局组织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庆祝活动，表达着全市体育
系统干部职工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的激动心情。

9月28日，美丽的大沙河畔

红旗飘扬，风景如画。市体育
局组织国内外1万多名徒步爱好
者聚集在这里，参加“云台山
杯”2019 中国郑焦国际徒步大
会，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活动现场，伴随着《我的祖
国》慷慨激昂的音乐，万余名徒
步爱好者齐声合唱，手摇着红
旗，排着整齐的方队，沿着碧
波荡漾、风景如画的大沙河健
身步道，进行长约 10 公里的徒
步运动。

9月29日，市体育场馆管理
中心在市太极体育中心太极广场
举办“我爱你中国”祝福签字仪
式，市体育场馆管理中心全体
干部职工纷纷写下了对祖国深
深的祝愿，随后大家舞动手中

鲜 艳 的 五 星 红 旗 ， 共 同 唱 响
《我和我的祖国》，祝福祖国明
天更美好。

9月30日，市太极体育中心
体育馆内欢声笑语，掌声雷动。
市体育局在此举办了 2019 年焦
作市体育局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健身技能展示活动，来自市
体育局机关党委 5 个党支部 100
余名党员干部参加了此次技能展
示。本次展示活动包括广播操、
篮球操、太极拳、自行车、水上
项目陆地展示等项目，各项目各
具特色、异彩纷呈，展现了我市
体育人锐意进取、奋发有为的精
神风貌。

9月30日，市体育运动学校
全体师生举行了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主题升旗教育仪式，该校
还组织学生开展了“五星红旗，
我为你自豪”主题班会，参观了
市太极体育中心体育主题展示馆
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增强了学
生的爱国意识，弘扬了体育精
神，传承了体育文化。

为了丰富我市群众节日文化
生活，响应国家全民健身相关要
求，国庆假期内，市太极体育中
心太极广场每晚开启以“太极山
水·品质焦作”为主题的灯光
秀，让广大游客和市民领略了古
覃怀的历史厚重和蓬勃跳动的青
春活力。

市太极体育中心室外网球
场、足球场等场地全免费，每天
都吸引不少市民前去健身。市体

育局还启动了“感受体育魅力，
畅享亲子乐趣”免费游园活动，
市太极体育中心体育展示馆、非
遗展厅、亲子健身园每天免费对
外开放。体育展示馆通过回顾百
年来我省及本市涌现的优秀运动
员，让市民感受到中华体育源远
流长，奥运追梦的艰辛征程。在
非物质文化展览馆，不少家长带
着孩子一起观看太极拳表演，聆
听太极拳文化承载的民族文化内
涵，体验非物质文化的独特魅
力。亲子乐园更是人气火爆，日
游客接待量达 2000 人，孩子们
在各式各样的游乐设施间奔跑嬉
戏，现场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整个太极体育中心洋溢着喜庆祥
和的节日氛围。

全市体育系统开展系列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9 月 30 日上午，市体育局举行
2019 年焦作市体育局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健身技能展示活动。

本报记者 孙 军 摄

⬆9月30日，市体育局开展党员政治生日暨主题党日活动。
董全云 摄

⬇9月30日，市体育运动学校全体
师生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
升旗教育仪式。本报记者 孙 军 摄

⬅9月29日晚，市体育局举行“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
课。 董全云 摄

⬆9月28日上午，2019中国郑焦国际徒步大会现场。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9月30日，市体育场馆管理中心在市太极体育中心太极广
场举行“我爱你中国”祝福签字仪式。

本报记者 孙 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