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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四新 "近年来#市

委$市政府在财力困难的情况下#投资
!

亿多元# 在市东新区规划建设了占地面

积
"#!

亩的市体育中心 %一场三馆一

校&'目前#容纳三万坐席的体育场$容纳

五千坐席的体育馆$综合训练馆$市体育

运动学校等已建成投入使用(游泳馆$重

竞技训练馆和老年健身馆等建设项目#

已完成规划设计# 并下达了政府投资计

划#游泳馆等项目已经开工建设(

市体育中心兼具全民健身中心的

功能#室外规划建设了各体育项目训练

场$全民健身公园$健身路径$老年人健

身活动基地(配套建设了国民体质监测

中心$社区医疗门诊$健身会所$体育宾

馆$洗浴中心和志愿者服务站(目前#室

外各运动场地全天对外免费开放#体育

场$ 体育馆在国家法定节假日$

"

月
"

日全民健身日$周六周日按规定时间免

费开放( 市体育中心还相继成立了网

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篮球$武术$

高尔夫球等体育项目的俱乐部#吸纳了

大批会员( 这些俱乐部在全民健身$青

少年业余训练$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市体育中心自建成以来# 承接了市

委$市政府撤地设市
$%

周年重要庆典活

动$市第二届运动会$市第二届职工运动

会的任务) 举办了多次全市群众性体育

比赛$全民健身展示活动$青少年各运动

项目年度锦标赛) 承办了中美男子篮球

对抗赛和%八一&女子
&'

河南女子篮球

友好交流赛$ 美国阿根廷男子篮球对抗

赛及大型综艺类文艺演出$车展等活动(

建成后的体育中心# 不仅具备承办大型

综合性运动会$各单项体育赛事$集会会

展$大型综艺类演出等功能#也具有全民

健身和老年健身活动基地的职能# 填补

了我市没有大型体育场馆的空白# 成为

展示我市城市魅力的标志性建筑# 对完

善城市功能#提升周口形象#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县市区组门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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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一"双手执杆#朝

球一击#球穿过一道小铁门#现场观众

传出阵阵喝彩声( 这是昨日上午市三

运会县市区组门球赛的情景(

(

月
))

日上午
"

时#市三运会县市区组门球赛

拉开帷幕#来自各县市区
(

支代表队的

$%%

多名门球队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

球场上#%斗&得不亦乐乎(

上午
$%

时# 记者在门球赛场馆看

到#绿色的人工草坪上#参赛队员个个

精神抖擞$意气风发( 来自川汇区代表

队的
"$

岁的支秀文老人打门球已经近

*#

年了( 比赛中#他挥杆对垒时沉着冷

静#弯腰击球时果断有力#打出了不少

好球( 因为对场地不熟悉#川汇区代表

队憾负# 但是支秀文老人还是笑呵呵

的( %大家一起玩玩#切磋技术#重在参

与( 门球不是重体力的运动#七八十岁

也没问题( 这项运动要动脑筋#想方设

法进球#击打对方#还要防备不让对方

把自己的球*吃掉+#蛮有乐趣的(&支秀

文说(

据了解# 县市区门球赛从
(

月
))

日开始至
)*

日结束# 比赛采用大循环

积分制的办法进行#共
*!

场比赛#最后

评出优胜奖和优秀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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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四新"近年来#我

市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认

真宣传贯彻,全民健身条例-和,河南省

体育发展条例-# 群众体育活动持续健

康发展#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逐年

增加#建立健全组织网络#体育健身设

施遍及城乡#连年荣获全国全民健身活

动优秀组织奖(

截至去年#我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人数比例
*,-

( ,国民体质测定标准-总

体合格达标率
(./)(-

( 学生,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优秀达标率
)!-

( 全市

(

个县市区共有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

个#占总数的
!!-

( 全市全民健身活动

站点
),)0

个( 每万人体育社会组织数

)/",

个 ( 全市共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

人#每千人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

比例为
./",5

(每年接受体质测试人数

,%%%

多人(

开展各项全民健身活动( 按照,河

南省体育发展条例- 的规定和要求#我

市及各县市区每四年都举办一次综合

性的全民健身运动会(

)%.)

年
..

月成

功举办周口市第二届运动会 )

)%.1

年

成功举办了第二届市直职工运动会 (

市.县两级体育部门每年都在元旦春节

期间.

0

月份全民健身月.

"

月
"

日全民

健身日.九九重阳节举办全民健身活动

启动仪式和
.)

月份万村千乡篮球赛系

列全民健身展示活动 (

)%.1

年
0

月 .

)%.0

年
!

月
.(

日在关帝上城沙颍河

段成功举办了周口市第一届和第二届

中华龙舟赛#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充

分肯定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全市

各级各类体育组织积极开展各类内容

丰富.健康向上.群众喜闻乐见的全民

健身竞赛.交流.推广活动#做到%天天

有活动.月月有比赛.常年不断线&#极

大地推动了我市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

搞好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我市

积极向上争取资金 #

)%.*

年在中心城

区沙颍河两岸投资
)%%

万元#规划建成

了全长
../0

公里的全民健身长廊 #规

划建设五类健身区# 即休闲运动健身

区.健身路径景观区.球类运动项目区.

老年运动健身区.水上运动项目区( 在

五个健身区域内分布数个健身站点#为

不同人群提供健身条件#方便了群众就

近健身锻炼#受到了广大群众的高度赞

扬(

)%.0

年
0

月#市体育局对周口经济

技术开发区全民健身广场和商水县老

年人健身基地进行综合改造#增加了空

竹园林基地.老年人门球场.笼式多功

能篮球场.儿童游乐设施.羽毛球和乒

乓球集一体的笼式多功能运动场等多

种健身场地和设施的建设#并已新建多

条健身路径.投入了更多类型的健身器

材# 现已投入使用# 形成了集健身.休

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体育健身工程

建设#服务于广大市民#让更多的市民

有多样的健身场地#有可选择的健身器

材( 同时#大力推进县.乡.村三级全民

健身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

健身场地(推进各县市区全民健身中心

建设#具体建设实施%四个一工程&( 每

年每个县市区规划建设
!

至
"

个农民

健身示范广场#积极推进乡镇体育健身

工程.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一场

两台&和%半场一台&"建设#推动农民体

育健身活动的开展#有力地促进了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群众科学健身(为加强对不同

人群的健身指导#我市每年积极举办各

级各类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和各级

各类健身辅导讲座班#大力发展社会体

育指导员队伍( 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

支持社会体育指导员开展各类健身辅

导服务( 目前#我市共有各级社会体育

指 导
.",!%

人 # 占 全 市 人 口 数 的

./",5

( 市体育局在体育中心建立了

0%%

平方米的市级国民体质监测中心#

并在县市区建立国民体质监测站#做好

对不同人群体质方面的监测#为广大健

身爱好者提供科学的健身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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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四新 "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老年人体育工作#出台了,关

于加强我市老年人体育工作的实施意

见-# 并成立了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办公

室#作为市老年体协工作常设机构#加强

了领导#落实了责任#推动老年体育工作

从%虚&走向%实&( 县级也都成立了老年

体育协会#并做到%四有四落实&( 目前#

全市已基本形成市.县!市.区".乡!镇.

街道办".村四级协会组织网络#老年体

育工作有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为丰富老年人体育活动内容#提高

老年人健康水平# 我市一是积极运用

%五动&!组织推动. 展示拉动. 创新驱

动.典型带动.宣传鼓动"工作法#在国

家法定节假日和%全民健身日&%全民健

身月&%老年节&等特殊日子#开展小型.

分散.多样.有特色的老年人体育健身

活动(积极开展%四下基层&!项目推广.

科学讲座.老健采风.诗书画展下基层"

活动 #建立了 %月月有展示 #季季有比

赛&的工作机制( 二是积极承办老年人

体育赛事活动( 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成功承办了河南省第十二届老

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式和门球交流

活动)成功举办了苏鲁豫皖四省老年门

球邀请赛.省门球网友联谊赛等#通过承

办比赛#促进了学习交流#增进了友谊#

提升了水平#展示了成果(三是创造优势

品牌(近年来#我市多次走出去开展老年

人健身交流比赛#扩大周口对外的影响(

特别是周口一些传统优势项目# 比如太

极拳# 我市就组织参与一些国际性的赛

事# 使之成为周口老年体育活动的品牌

项目(这两年#周口老年太极拳代表队分

别参加了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比赛交流#

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周口老年人的风

采#提升了周口的知名度(

县市区组健身球操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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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窦娜 "动作整齐划

一#精气神十足//

(

月
))

日上午#伴

随着悦耳的配乐#县市区组健身球操比

赛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拉开帷幕(

记者在现场看到#当日前来参加本

次健身球操比赛的近
)%%

名运动员精

神抖擞#他们依次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

闪亮登场#舞动健身球#展示各自的风

采(

经过精彩的表演#川汇区.淮阳县.

沈丘县.郸城县.太康县获得县市区组

健身球操规定套路比赛优胜奖) 项城

市.扶沟县.商水县获得县市区组健身

球操规定套路比赛优秀奖(县市区组健

身球操自编套路比赛获得优胜奖的有0

川汇区.淮阳县.沈丘县.郸城县.项城

市)获得优秀奖的是0商水县和扶沟县(

%参加健身球操比赛# 不仅锻炼了

身体#还是一次学习交流的好机会(&一

参赛老年朋友兴高彩烈地说#她喜欢的

体育项目有门球和健身球操#平时喜欢

和老年朋友参加各项活动#感到很有意

义(

据介绍#本次比赛项目设置为规定

套路和自编套路#规定套路是中国老年

人体育协会推广的十套和十一套健身

球操普及套路(自编套路则是各队根据

健身球操的特点进行创编#自编套路的

编排和队形设计体现健身球保健操的

科学健身性.保健性和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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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窦娜"%十一&黄金周

即将来临#购物.旅游等消费领域又到

了人气火爆的时刻#为了让消费者在节

日期间科学.理性消费#确保广大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近日#市工商

局
.)*.0

指挥中心发布消费警示#提醒

广大消费者节日消费需谨慎(

消费谨防促销陷阱"购物莫忘索要

凭证

%十一&黄金周将至#各商家开始使

出各种促销%招数&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而铺天盖地的优惠活动也引爆了消费

者的消费激情(个别商家的承诺大多带

有限制条件#如虚假的抽奖活动#号称

大奖可获得现金代用券#抽奖后部分商

家以各种理由不兑现)还有的商家在推

出各种活动时以%解释权&归商家所有#

对一些条款做种种曲解#以各种理由不

兑现承诺( 因此#

.)*.0

提醒消费者#在

购买促销商品时#要认真了解商家促销

活动的规则#按需购买#不要冲动消费#

更要仔细查看是否属过期失效商品#或

%三无&!无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产品#

避免陷入不合理的消费陷阱( 此外#消

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后#一定要

立即向经营者索取票据#一旦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可凭此维护自己的权益(

外出旅游签合同

每年国庆节期间#外出旅游成为广

大消费者休闲度假. 放松身心的选择(

为防止旅游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消费者在外出旅游之前要认真选择旅

行社#仔细签订旅游合同#合同一旦签

订#便成为消费者在旅游当中接受服务

的依据#也是处理旅游纠纷的依据( 同

时# 旅游购物环节一定要提高警惕#防

范购物风险(

线索提供!张勇

^_`abcdefg

我市报考
..%%

多人

本报讯!记者 李一"

)%.!

国家司法

考试将于
(

月
)1

日
2

周六
3

.

(

月
)0

日
4

周

日
3

正式开考(记者昨日从市司法局获悉#

今年我市报考人数大幅上涨# 共有
$$%%

多人报名参考#比去年净增
*%%

多人(

据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是刑法修正案
4

九
3

实施后的首次国家

司法考试#有关组织考试作弊条款将首

次适用于国家司法考试(考试过程中组

织作弊的. 为他人作弊提供作弊器材

的.非法出售
4

提供
3

试题
4

答案
3

的.代替

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

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最高可处七年有

期徒刑(在此#希望广大考生诚信参考#

自觉遵守考场考试纪律(

市司法局还提醒广大考生#准考证

打印截止时间为
(

月
)*

日
)1

时#如果

参考人员确因不具备网络通讯条件或

无法自行操作等原因#不能完成网上打

印准考证的# 可在期限内到司法局办

理( 由于今年我市没有设置考点#考生

可根据准考证上面的信息到驻马店或

漯河参加考试# 请考生合理安排时间(

此外#考试需携带身份证件.准考证件.

)5

铅笔.黑色或蓝黑色签字笔.橡皮等

文具参加考试# 不得随身携带任何书

籍.笔记.报纸.稿纸.电子用品!含电子

表".通讯工具等进入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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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一"作为国家公众

营养改善项目之一的国家公众营养改

善肠健康直通车项目于昨日在我市启

动(该项目由国家公众营养改善肠健康

直通车项目办公室主办#旨在让公众重

视肠健康#避免由于肠胃不善带来的诸

多慢性疾病(

%由于环境污染.滥用抗生素.生活

压力大等原因#造成患病及亚健康人群

数量不断上升( 营养失衡#尤其是人体

微生态失衡#正成为公众健康的隐形杀

手( &在启动仪式上#国家公众营养改善

与发展中心副主任王璐介绍#这个项目

也叫
67896

项目 # 就是益生元的简

称( 通俗点说#有益于促进健康的菌种

都可以叫做益生元#主要是通过倡导食

品与保健品行业在公众摄入的食物中

加入
67896

!益生元"#激活与增殖人

体的益生菌群#从而达到促进微生物生

态平衡#改善公众营养健康(

据了解#国家公众营养改善项目主

要是以营养素食品强化为切入点#来改

善我国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一项公益

活动( 公众营养改善
67896

!益生元"

项目是国家发改委公众营养与发展中

心继食盐加碘.营养强化面粉.酱油中

添加铁. 食用油加维生素
:

后推出的

第六个公众营养改善项目(

据该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启

动后将联合相关部门和医院# 走进社

区.走进学校#大力普及公众肠健康知

识#让公众重视肠健康#避免由于肠道

屏障破坏而带来的诸多慢性疾病#从根

本上实现肠道微生态平衡#获得高质量

的健康生活( 同时#将募集
.%%%

名有肠

道疾病的人群#免费赠送价值
.%%

万元

的营养健康倡导产品#让公众直接体验

微生态改善肠道健康(

近日!由孝亲敬老万里行组委会策划"鲁台妇联配合"鲁台大麦购物中心冠

名"北京孝亲敬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周口分公司承办了一次孝亲敬老活动# 活动

期间!为老人义诊
.*%

多人次!为老人赠送$福%$寿%$家和万事兴%等书画作品
"%

余幅!演出敬老节目
.)

个!宴请孝子&孝媳&优秀父母
*%%

多位# 记者 马四新 摄

每到周末!项城市图书馆读者的到馆人次及借阅率都会增多# 为了解决这一

难题!更好地服务读者!日前!项城市图书馆招募了
.1

名小志愿者# 图为小志愿者

正在接受礼仪培训# 张永久 张耒 摄

市三运会各项比赛精彩纷呈# 图
!

&图
"

&图
#

分别为门球赛&健身球操比赛&篮球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