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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筑梦冰雪 添彩全民健身
开展群众性冰雪活动
随着 2022 年北
京冬奥会脚步日渐临
近 ，全国各地冰雪运
动的氛围也越来越浓
厚 ，体彩公益金也一
直在背后默默助力。
直在背后默默助力
。
从支持各地冰雪运动
场馆建设，
场馆建设
，到广泛开
展群众性冰雪运动、
展群众性冰雪运动
、
为青少年参与冰雪运
动创造条件、
动创造条件
、助力北京冬奥会开展
助力北京冬奥会开展，
，中国体育彩票的支持进一步增强了
大众对冰雪运动的关注度和参与度，
大众对冰雪运动的关注度和参与度
，推进全民冰雪运动发展
推进全民冰雪运动发展。
。

为实现“三亿人上冰雪”的目标，由体
彩公益金助力打造的一系列群众性冰雪
赛事活动，已逐渐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群
众冰雪品牌体育活动。
2019 年，体彩公益金安排 600 万用于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举办全国
大众体育大赛（冬季）及
“三亿人参与冰雪”
数据统计工作，支持各地开展冬季冰雪运
动；
安排 17084 万元支持各地开展全民健身
各项工作，包括资助内蒙古举办并鼓励支
持各地参与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群众
比赛雪地足球、
冰上龙舟项目，
创造机会让
普通群众体验国家级冰雪赛事，激发群众
参与冬季运动的热情，
推动冰雪运动普及。
“全国大众冰雪季”活动已成为落实

助力青少年上冰雪

筑梦冰雪场馆建设
随着我国冰雪运动的飞速发展，各地
对冰雪运动场馆的需求与日俱增。仅
2020 年，体彩公益金就安排 51250 万元用
于重大奥运场地设施建设，围绕总局备战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目标任务项目，加大对
地方用于冬季奥运会重点项目的场地设施
支持力度，着力提升和改善科学训练条件。
松原市冰上运动中心、吉林北山四季
越野滑雪场、黑龙江亚布力体育训练基地、
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青海多巴高原
体育训练基地……这些专业的冰雪运动场
馆设施建设，背后都有体彩公益金的身
影。其中，黑龙江的亚布力滑雪场作为中
国最大的综合性滑雪场，曾成功举办过多

项国际级和国家级高水平赛事。自 2014
年至 2018 年，亚布力体育训练基地得到中
央和省级财政拨款 4.1 亿余元，这些资金均
来自体彩公益金。
除此之外，
云南腾冲启迪冰上运动中心
具有云南省内规模最大的气膜式室内冰上运
动场馆，
也是国家花样滑冰队备战奥运的训
练基地；吉林体育馆作为吉林省综合性场
馆，
可承办冰球、
花样滑冰、
短道速滑等国内
国际各种体育比赛，
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群
众享受冰上乐趣的热土。这些在体彩公益
金的支持下，
陆续兴建的一批批冰雪运动场
馆，不仅成功助力了冰雪运动在我国的推
广，
更为冰雪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析，该行认真筛选纳入智能外拨范围
的客户，合理安排拨测账户的数量、频
次，确保智能语音对账系统推广质量；
三是加强宣传沟通，该行充分发挥网
点一线营销阵地作用，积极向客户宣
传，引导客户积极使用智能语音银企
对账工作。李欣

■

银行播报

工商银行郑州分行
有序开展智能语音银企对账外拨工作
近期，工商银行郑州分行按照总
行工作要求，有序开展智能语音银企
对账外拨工作。该行具体措施：一是
加强培训，参考前期试点行的经验制
定培训计划，不定期组织对账人员学
习培训，积极参与投产前的拨测，确保
试点工作顺利开展；二是加强数据分

青少年是我国未来建设的主力军，随
着冰雪运动在我国崛起，让青少年广泛参
与冰雪运动，成为未来冰雪运动的后备竞
技人才的新形势正在形成。而加大青少年
冰雪运动人才培养，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
也是体彩公益金的主要支持内容。
2018年，
体彩公益金安排2120万用于举
办2018年全国青少年
“未来之星”
冬季阳光体
育大会；
2019年，
体彩公益金使用2000万元用
于开展冰球青训后备人才培养，
资助2所武校
开展冰球青训后备人才培养，
北京体育大学拟
选取部分省市武校作为试点，
重点开展青少年
冰球人才培养和综合服务保障等工作。
今年，由中国体育彩票助力的 2021 年
吉林省“百万青少年上冰雪”冰上项目推广
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吉林省速滑馆举行，

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广普及冰雪运动的
品牌活动。多地也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
下，
开展形式丰富的趣味冰雪活动，
如辽宁
省
“百万市民上冰雪系列活动”
“
、北京市民
快乐冰雪季系列活动、
湖南
“寻找民间滑冰
高手”
等，
让广大群众乐享冰雪盛宴。
近日，北京体彩“全民火炬手”线上活
动启动。作为助力北京冬奥火炬传递、展
现体彩公益力量的特色内容，线上活动于
8 月 16 日至 9 月 15 日进行。活动以线上火
炬传递为主线，通过运动步数兑换活动次
数，完成打卡冬奥场馆及特色体彩实体
店，阅读冬奥知识卡片等方式，推动冰雪
运动、冰雪知识的推广普及，营造广泛参
与冰雪运动氛围。
开幕式吸引了来自全省超过 200 名参赛小
运动员，活动涵盖了速滑、短道、花样、冰
壶、
冰球等 5 个项目。
各个地区也以知识科普、赛事支持等
多样公益方式，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青少
年冰雪活动。如内蒙古“百万青少年上冰
雪冬令营”、贵州六盘水“世界雪日暨国际
儿童滑雪节”、广东中国体育彩票“青少年
冰球锦标赛”……万千青少年在体彩公益
金的支持下实现了自己的“上冰”梦想，激
发出冰雪运动的出色潜能。
如今，冰雪运动已经走向四季，成为更
多大众的健身新选择。中国体育彩票用冰
雪为全民健身助力添彩，为建设体育强国
贡献更多能量，助力“三亿人上冰雪”的愿
景一步步成为现实。体彩

兴业银行
成功发行全国首单革命老区债券
8 月 25 日，兴业银行作为联席主
承销商成功发行全国首单革命老区
债 券 ——“ 山 东 高 速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2021 年度第六期中期票据”，其中兴
业银行承销份额 7.5 亿元，募集资金
主要用于沂蒙革命老区振兴领域，助
力 蒙 山 旅 游 产 业 发 展 ，带 动 当 地 就
业，进而提高老区人民收入和生活水

平。据悉，本次中期票据募集资金拟
用于临淄到临沂高速公路项目建设，
该项目是山东省“九纵五横一环七射
多连”高速公路网中“四纵”线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加强与京津冀和长江经
济带的联系、促进沂蒙革命老区增收
致富及沿线旅游资源开发等具有积
极作用。杜红涛

工商银行郑州分行
成功发行首单境外债券业务 3 亿美元

富德生命人寿河南分公司
客户节推出免费补发保单活动

近期，工商银行郑州分行推荐工
银亚洲以全球联席协调人、联席簿记
管理人的角色成功承销发行 3 亿美元
境外债券。在得知辖内某企业客户计
划发行境外债券后，该行迅速联动河
南省分行投资银行部和工银亚洲积极
对接，根据客户需求制定发行方案。

近期，富德生命人寿第十五届客
户节开幕，一波丰富多彩的服务提升
活动精彩来袭。本届客户节，富德生
命人寿河南分公司立足客户需求和社
会热点，开展各类特色服务活动，为新
老客户打造全新的服务体验。在客户
节期间，河南分公司辖内二三级机构

业务启动后，该行与企业客户建立高
效的沟通及流程处理机制，最终携手
工银亚洲、工银卢森堡和工银泰国等
海外机构帮助企业成功控制发行成
本。下一步，工商银行郑州分行将加
大银企合作力度，优化投行产品，提升
客户服务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李欣

招商银行
财富管理中原地区线上论坛活动举行
近日，睿聚斗牛财富讲坛——招
商银行财富管理中原地区高峰线上论
坛在 CBD 保利音乐厅举行。招商银
行郑州分行行长史小东先生主持此次
活动，招商银行秉承“因您而变”的理
念，为客户提供权威的经济观点与先
进的投资理念。本次论坛特别邀请中

国首席经济学家、
论坛副理事长李迅雷
先生主讲下半年经济走势和投资战
略，并和国内经济学界专家、金融机构
领袖、基金经理等重量级嘉宾，共同探
讨在后疫情时代投资者所面对的挑战
与机遇。本次活动为了确保客户的防
疫安全，以线上直播形式开展。赵明

柜面均可办理免费补发保单业务，投
保人携带身份证、银行卡等相关材料，
亲至公司柜面即可办理。此项服务自
5 月 25 日上线以来，已免费补发保单
484 份。未来，公司将不断提升服务
品质，与客户携手同行，共享美好生
活。李夙

泰康人寿河南分公司
为客户提供高质量医疗保障服务
近日，泰康人寿为客户 S 女士累
计赔付保险金 890766.76 元。据了解
2021 年 6 月初，S 女士在体检时偶然
发现甲状腺肿物，进一步检查结果显
示甲状腺右页存在结节。为寻求更
进一步的治疗，S 女士通过泰康人寿
绿通服务预约了西安市空军军医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专家，最终经医院

诊断为甲状腺恶性肿瘤。幸运的是，
从 2014 年至今，S 女士陆续在泰康购
买了多款重大疾病及医疗、津贴险。
8 月 26 日 ，随 着 最 后 一 笔 赔 款 的 到
账，泰康人寿累计赔付保险金 89 万
元。出院后，泰康人寿的快速理赔也
为 S 女士及其家人树立了战胜病魔
的信心。党豪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