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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体育
与您同行

本报讯（记者孙军）为落实和推进焦作市体
育局《关于支持体育彩票事业发展的通知》的工
作要求，市体育局副局长杨相军近日到体彩焦作
分中心，对年度目标完成情况和复工复产后市场
发展情况进行调研。

座谈会上，杨相军听取了体彩焦作分中心工
作汇报和与会人员发言，详细了解了体彩焦作分
中心整体工作、办公设施配置、队伍建设以及年
度目标完成情况和复工复产后市场发展情况。杨
相军指出，体彩工作是体育事业发展的“生命
线”工程，关系着体育事业的发展。今年年初以
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国内外各项体育赛
事暂停，体彩工作形势异常严峻、考验前所未
有。体彩焦作分中心沉着应对疫情影响，想办
法、谋措施，成绩值得肯定。杨相军强调，目前
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彩票销售的大环境
正在日趋变好，要坚定信心，坚持目标导向和结
果导向，统筹做好体彩市场疫情防控和复工销售
工作，将体育彩票工作抓好抓实，筹集更多的公
益金助力焦作体育事业发展。市体育局永远是体
育彩票发展的坚强后盾，从政策上、宣传上，将
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帮助体育彩票事业，全力推动
体育彩票发行工作。

市体育局专题调研
体育彩票工作

本报讯（记者孙军）记者昨日从市社会体育
指导员协会了解到，2020 年河南省退役运动员
转型国家职业资格健身教练培训班于9月18日在
我市睿健体育国家职业资格培训基地开班。来自
全省各地市的30余名赛艇、皮划艇、射击、射
箭、飞碟、激流回旋、跆拳道等项目退役运动员
参加了此次培训。

此次培训班由省体育局主办，省社会体育事务
中心、省体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承办，
为期8天。培训班除设置退役运动员就业创业指导
课程外，重点以体育行业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健
身教练专项技能培训为核心，开展理论和实操技
能培训。培训结束后，将组织学员参加健身教练
的国家职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者颁发国家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认证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优秀运动员是体育战线的核心人才和宝贵财
富，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培训工作是运动员保障
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退役运动员进行再就
业的关键环节。此次培训班的目标是通过培训，
帮助运动员转变就业观念，提高综合素质和就业
能力，引导退役运动员进一步认识自己、了解就
业政策，树立目标，并组织开展培训班职业资格
鉴定，以此帮助运动员将运动技能优势转化为职
业技能优势，帮助退役运动员再就业，成功实现
职业转换。

省退役运动员转型国家职业资格
健身教练培训班在我市开班

本报讯（记者孙军） 9月18日，市体育运动
学校开展“廉洁从家出发”主题党日活动，组织
学校全体党员干部到市“廉洁从家出发”示范馆
参观学习，开展廉政教育，接受心灵洗礼，锤炼
党性修养。市体育运动学校党支部书记许永红、
校长杨青华、副校长殷德荣参加活动。

活动中，大家通过听讲解、查资料、看视
频，深入了解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风家教
的论述，学习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
等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严格治家的感人故
事，参观了领袖榜样、名人典范、历史镜鉴、时
代风采等模块，了解了全市深入开展“廉洁从家
出发”活动的相关情况，进一步深化了对构建、
培育清廉家风重要性、自觉性的认识，增强了抵
制歪风邪气、自觉拒腐防变的正能量。大家纷纷
表示，要以此次参观学习为契机，严格要求自
己，从己出发，从家出发，带头树立良好家风，
在今后的工作中坚定理想信念，从思想上牢固树
立正确的权力观、荣誉观，自觉把廉洁当作一种
习惯、一种风尚。

市体育运动学校开展
“廉洁从家出发”主题党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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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活动：
市太极体育中心室外篮球场8号场地
9月25日至26日，焦作市周末篮球赛举行。
市太极体育中心体育馆副场地
9 月 24 日至 26 日，中国联通焦作分公司

2020年秋季男子篮球赛举行。
市体育中心室外篮球大棚
9月23日至24日，市人民医院篮球比赛举行。
市体育中心体育馆
9 月 27 日至 30 日，2020 年社会体育指导员

健身气功培训班举办。
（焦作市体育场馆管理中心）

本报讯（记者孙军）为深化“学
湖州晋江、促高质量发展”学习成
果，进一步挖掘总结借鉴湖州、晋江
高质量发展经验，推动我市体育事业
向更高质量、更高层次迈进，9月15
日至 17 日，市体育局局长肖萍带领
部分班子成员和相关科室负责人到晋
江考察学习。

在晋江，考察团一行先后实地考
察了安踏集团和舒华集团，深入了解
该市体育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和理
念，体育与康养产业深度融合的先进
措施以及体育赛事、节庆、展览、演
出等大型活动项目的引进、培育理念
等情况，并与晋江市体育局有关负责

人进行了深入交流。
近年来，晋江以发展体育产业、

打造体育城市为目标，从办体育、办
产业到办城市，关联发展，一步一个
脚印，全力打造体育城市新名片。体
育在晋江不仅是一种经济增长方式，
也是一种城市发展模式，更是一种居
民生活常态。目前，晋江全市体育产
业法人单位超万家，体育产业人员达
30.5万人，2019年体育制造业产值达
2000 多亿元。晋江提出，至 2020
年，全市体育消费总规模超 30 亿
元，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40%
以上，公共体育设施及城区学校体育
设施开放率达100%。

通过考察学习，考察团总结归纳
了晋江市体育事业发展值得学习借鉴
的经验：一是办好重大赛事，最大限
度释放赛事效应，实现以赛兴城、以
赛促产、以赛惠民。2013 年以来，
晋江每年都举办很多国际、国内的赛
事。该市是第一个成功申办世界综合
性运动会、第一个设立 CBA 俱乐
部、赞助体育赛事金额位居全国第
一、赞助国家运动队总量位居全国第
一的县级市。办体育很重要的一个项
目就是办赛事，办赛事是体育服务业
的核心部分和主体部分。赛事带来发
展机遇，赛事所要求的鞋、帽、服装
等产品科技含量更高，通过赛事可以

增强企业创新意识，促使企业加大研
发、加快转型速度，提高品牌的知名
度。通过办赛事的契机，政府、企
业、社会层面也会集中时间、精力、
财力来提前完成城市配套、场馆建
设、城市治理、人才建设。二是充分
挖掘体育产业资源。晋江市从一双鞋
到一座体育之城，通过举办体育赛事
打造了安踏、特步、乔丹等一批知名
体育品牌，为拓展国际市场夯实了基
础。例如，安踏的定位是跟国际单项
体育协会合作，跟国际奥委会合作，
通过收购国外品牌等手段，拓展国际
市场。

大家一路听、一路看、一路思、

一路议，不仅认识到了差距、感受到
了压力，更开阔了视野、学习了经
验，坚定了建设体育强市的信心，激
发了干事创业的斗志。考察结束后，
考察团成员纷纷表示，将进一步学习
好、借鉴好晋江发展体育产业、打造
体育城市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回去后
将结合实际，以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
理念示范城市为引领，坚定不移走转
型升级、高质量发展之路，抢抓赛事
机遇，扩大赛事效应，推动体育产业
发展，学好用好晋江经验，为打造

“精致城市、品质焦作”，在中原更加
出彩中出重彩、更精彩贡献体育力
量。

学先进经验 促高质量发展

市体育局组织赴晋江考察学习

本报讯（记者孙军）记者昨日
从市体育局群体科了解到，为期两
个月的全球太极拳网络大赛分站赛
（焦作站） 目前各项活动均已结
束，最终展播平台累计网络访问量
高达 58 万次，投票 108 万票，数千
名全市太极拳爱好者通过网络互动
交流，线上赛事盛况空前，好评如
潮。

今年年初以来，一场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的健康意
识空前强烈，加强锻炼增强身体免
疫力成为共识，全社会掀起了习练
太极拳的热潮。

为积极响应国家体育总局、国
武中心以及中国武协关于居家科学
健身以及倡议举办武术网络赛事
活动的号召，经过精心准备，由
中国武术协会主办，焦作市体育
局承办的 2020 年全球太极拳网络
大赛分站赛 （焦作站） 于 7 月初

在“焦作市全
民健身平台”
微信公众号成
功上线，共收
到 645 个参赛
视 频 ， 经 审
核，符合参赛
要 求 的 视 频
613 个 。 该 赛
事 以 “ 互 联
网＋太极拳”
的新型模式，
成为我市太极
拳推广普及工
作 的 一 大 亮
点。

按照比赛
规则，本次大赛通过专家评审与网
络投票得分，最终评选出一等奖191
名、二等奖 194 名、三等奖 228 名，
最佳人气奖 60 名个人和 3 个集体。

所有参赛视频已在“焦作市全民健
身平台”网站分享发布。优秀作品
将在“焦作市全民健身平台”微信
公众号上进行展播。

全球太极拳网络大赛分站赛（焦作站）闭幕

本报讯 （记者孙军） 9 月 16
日，焦作市第十一届门球夫妻赛在
市太行路全民健身中心门球健身园
收杆，来自各县（市）区28对爱好
门球运动的老年夫妻参加了这次比
赛。

从2010年起，我市已连续举办
了十届门球夫妻赛，10年来，该赛
事参赛范围逐步扩大，参赛队伍逐
年增加，由于活动贴近生活、特色
鲜明、方便参与，近几届吸引了全
国 20 多个省、市和行业体协的 100
多对夫妻门球爱好者参加。

据市门球协会负责人介绍，为
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全面落
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体防控
策略，本届门球夫妻赛不接受焦作
市辖区以外的选手报名。因此，参
加此次比赛的人数比往届要少很多。

尽管参赛人数不多，但比赛依
然举办得有声有色。“对我们来说，
输赢并不重要，在比赛中切磋球
技，增进友谊，才是大家最大的收
获。”参赛选手马占锟说，打门球能
强身健体、预防疾病。他自从打了
门球以后，身体硬朗了许多，还交
到了不少朋友。

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孙 军 摄

参赛选手在展示太极拳。 （市体育局供图）

市第十一届门球夫妻赛收杆

本报讯（记者孙军） 9月19日上
午，TEAM CHINA陆上赛艇“百日
创纪录赛”（简称“百创赛”） 焦作
站在市太极体育中心开幕。来自全省
各地的 120 余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这是本年度我市第一次举办全国性体
育赛事。

在当天上午的比赛中，我市赛艇
队创造了 3 项全国纪录：李嘉兴以 1
小时23分23秒9的成绩创造男子17～
18 岁组 21097 米半程马拉松全国纪
录；冯世月以19分39秒8的成绩创造
女子 17～18 岁组 5000 米全国纪录；
刘笑言、赵治凯、郑豪伟、张鸿飞、
王星、宫文卓、杜康、张裕、黄雪峰
以1小时9分5秒1的成绩创造17～18
岁组混合小团体21097米半程马拉松
全国纪录。

据了解，“百日创纪录赛”是由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中
国赛艇协会、中国皮划艇协会、全国
业余体校联合会共同主办的陆上赛艇
测功仪比赛，是第一次以“TEAM
CHINA”名义进行的、面向全民的
体育竞赛。在世界范围内，陆上赛艇
比赛如今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体育竞
赛项目，适合在疫情防控下满足人民

群众的体育运动需求。此次比赛在蚌
埠、焦作、苏州、宁波、南阳五个城
市同时举行。

比赛非常激烈。今年17岁的李嘉
兴是焦作市人，是我市赛艇队运动
员，他在去年的省赛艇锦标赛上夺得
双人双桨冠军。他是本次比赛唯一一
个报名参加21097米半程马拉松项目
的选手，之前他从来没有挑战过如此
长的距离。比赛全程李嘉兴都保持了
良好的状态和节奏。“差不多15公里
的时候是最困难的，身体反应很大，
胳膊和腿都有点抽筋。现在我感觉整
个人都轻了许多。”李嘉兴赛后说，
在教练员和队友以及啦啦队的持续鼓
励下，他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到最后，
并在最后300米高桨频冲刺，创造了
新的全国纪录。

冯世月挑战的是 5000 米。身高
184.5 厘米的她腿长臂长，运动优势
相当明显。她告诉记者，以前训练都
是以 1 公里为基础，分隔断做 5～8
组，还没有进行过连续 5 公里的挑
战。比赛中，冯世月全程速度基本保
持在平时1000米训练时的标准，最终
拿下了这个项目的全国纪录。

据了解，陆上赛艇运动是在世界

上普及程度很高的器械运动，一般分
计时和计距两种方式。早期作为专
业赛艇运动员最主要的陆上训练手
段，用以提升运动员专业技能。后
来逐渐发展到民间，成为一项独立
的体育竞赛项目。其主要特点是能
够适合全年龄段的人群、能够锻炼
人体86%的肌肉、能够对人体的运动
能力进行科学的测试和评估、能够
在 同 等 条 件 下 进 行 公 平 的 “ 云 竞
赛”。由于它是非接触型的运动，尤
其适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的大众健身。这项运动进入中国多
年，全国80%以上的健身俱乐部都有
相关设备。但像这样大规模的全国
性赛事还是第一次。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虽然本次比赛
属于非接触类的赛事，但是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下的防护工作每一样都必不可
少。参赛人员和12名外地来的裁判在报
名时需要先向组委会提交健康码、个人
健康信息表、疫情防控承诺书等，除运
动员正在比赛外，所有与比赛相关的人
员在公共空间必须佩戴口
罩，并配合工作人
员测量体温并完
成登记。

中国陆上赛艇“百日创纪录赛”焦作站开赛
我市赛艇队创造3项全国纪录

本组照片均为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孙 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