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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北欧经验，全面优化
提升我省冰雪运动协会组织体系

芬兰已赢得 161枚冬奥会奖牌，瑞典是
世界领先的冰球强国之一，挪威的冬季两项
世界领先……

“这些北欧冰雪运动强国都具备完整的
冰雪运动协会组织体系。”钟帅举例说，瑞典
冰球协会是瑞典冰球发展的社会领导机构，
下设 4 个大区协会、22 个区域协会，他们与
403个俱乐部紧密合作，共同推动冰球运动
在瑞典的发展。挪威冬季两项协会成立于
1983 年，是挪威奥委会、残奥委会和体育联
合会的成员，下设 5 个大区协会、16 个地区
协会，他们与各地区的俱乐部合作并提供支
持，在挪威全国范围内推广冬季两项。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国家发展冰
雪运动的成功经验，无疑为我省提供了“标
杆”。如何学习借鉴其经验，充分发挥协会
作用，推动我省冰雪运动向纵深发展？

今年 4 月以来，按照省委、省政府领导
要求，省体育局广泛搜集整理北欧及欧美冰
雪运动强国冰雪运动协会资料，并与国家体
育总局冬运中心、芬兰奥林匹克训练中心等
进行了深入沟通交流。

“通过深入了解，北欧国家以及德国、加
拿大、意大利等冰雪运动强国冰雪运动协会
的组织构架、组织运行情况基本相同。”省第
二届冰雪运动会筹办工作专班协会部部长、
省体育局社会体育中心副主任安全红告诉
记者，这些国家的冰雪运动协会承担着部署
项目推广、组织赛事运营、建立青少年培养
体系等任务，同时联系对接下一级（大区、
州）的协会及职业俱乐部，选拔参加国际比
赛的选手或队伍。大区（州）的协会在国家
冰雪运动协会指导下独立运行，负责组织开
展冰雪项目的推广普及，通过数量众多的俱
乐部（业余俱乐部、职业俱乐部）选拔优秀运
动员向国家冰雪运动协会输送。

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强冰雪运动协会建

设，现有各级冰雪运动协会共88家，其中市
级协会已实现全覆盖，另有部分县级协会，
数量位居全国首位。但是，相比北欧等国，
我省冰雪运动协会基础薄弱，组织网络不够
健全，桥梁纽带作用缺失，参与政府购买服
务、依托社会力量整合资源的能力不足，市
场化思维尚未建立。

鉴于此，我省决定全面优化提升省市县
三级冰雪运动协会组织体系，支持他们配强
组织力量、提升运行能力。

新选举产生的省冰雪运动协会第四届
委员会，导入了省内新闻媒体、高等院校、金
融保险、通信运营、冰雪场馆、冰雪企业、社
会知名人士及各市冰雪运动工作者、爱好者
等多种社会资源，与以往相比，覆盖面更广，
聚合能力更强。以此为“样板”，我省市级冰
雪运动协会优化提升工作也将于今年 10月
底前完成，11月底前实现县级冰雪运动协会
全覆盖。

本着“扶上马，送一程”原则，我省将支
持冰雪运动协会参与制定冰雪运动发展规
划，并鼓励协会多方筹措资金，多角度开展
市场化运作，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充分发挥协会作用，加快
我省冰雪运动推广普及

记者留意到，修订后的《河北省冰雪运
动协会章程》，把大力宣传冰雪运动、开展冰
雪运动的推广普及工作作为首要业务。而
据了解，北欧等国的冰雪运动协会工作主要
是组织、举办职业竞赛，支持专业俱乐部和
运动员发展；通过建立系统的冰雪运动赛事
体系，特别是专门针对青少年的冰雪运动赛
事等，推动公众参与冰雪运动。

“这体现了我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态
度。我省冰雪运动协会与北欧等国的冰雪运
动协会发展目标应该是一致的，但结合现实
情况，实现路径可能有所不同。”安全红表示。

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冰岛等北欧国
家均位于高纬度地区，冰雪季长，有的每年

甚至达到 200 多天。由于冰雪底蕴深厚及
生活需要，其许多人在幼儿时期就掌握了基
本的冰雪运动技能。再加上冰雪场地充足，
保障了参与冰雪项目的基础人群数量。“以
芬兰为例，500多万人口中，有100万人可以
称为滑雪积极爱好者。”安全红说，这是我省
不能比的，但北欧国家推广普及冰雪运动的
一些思路、方法，我省仍可以借鉴。

“大家知道，在我国，目前青少年学打冰
球的花费还是比较高的。而在瑞典，青少年
参与冰球训练的花费很低。这其中，除了政
府和市政部门提供的场地支持，还有瑞典冰
球协会的功劳。”钟帅介绍说，瑞典冰球协会
的理念是让所有孩子都可以打冰球，以便将
来可以挑选最有才华的冰球运动员。为此，
他们为所有地方俱乐部、青少年冰球学校及
教练员、裁判员等免费提供专业教育和培训，
还为俱乐部提供市场开发支持。“希望河北省
冰雪运动协会在这方面也能有所突破。”

赛事是冰雪等所有体育项目发展的龙
头。据了解，仅瑞典冰球协会举办的国内冰
球联赛，就有两大职业联赛以及半职业大区
联赛、女子半职业联赛、区域联赛、地方联
赛等。

据介绍，现阶段，我省冰雪运动协会也
将大力组织举办群众乐于参与的冰雪赛事
活动。今年 12 月底前，我省省、市、县三级
冰雪运动协会将参与承办第二届冰雪运动
会。同时，积极开展“健康河北 欢乐冰雪”
系列活动，深入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引导
更多企业、团体投身冰雪场馆建设。

发展冰雪运动离不开俱乐部支撑。近
年来，我省冰雪俱乐部不断增多，但与推广
普及冰雪运动的需求相比、与冰雪运动强国
相比，无疑还有很大差距。而冰雪俱乐部的
发展离不开冰雪运动协会的大力扶持。

对此，省冰雪运动协会副秘书长、河北
体育学院冰雪运动系主任刘振忠建议，我省
各级冰雪运动协会应加强对冰雪俱乐部的
技术、资金等支持，为其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推动我省冰雪俱乐部建立植根于社会需求
的产业化发展态势。

日前，河北省冰雪运动协会完成换届，市级、县级协会优化提升工作也在加速推进

建强协会促冰雪运动推广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
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南北朝时期诗
人、旅行家谢灵运的一首《石壁精舍还
湖中作》，写出徜徉山水间的惬意洒
脱。正在河北博物院展出的《清晖依然
憺忘归——河北博物院藏山水画展》，
甄选院藏山水画佳作，营造出近在眼前
的“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湖光山
色，让观众品赏水墨丹青，乐享山水怡
情，体会诗情画意。展览将持续开放至
10月25日。

“疫情期间，人们无法像以往一样
说走就走，畅游山水。而山水画承载着
历代文人深厚的情感和精神寄托，超越
时空束缚。我们专门策划了此次展览，
让观众跟着古人的笔触，到山水画作的
世界里走一走，从而得到精神上的享
受。”此次展览内容负责人、河北博物院
陈列研究部副主任王文丽介绍，展览没
有按照传统的年代和风格来划分单元，
而是蕴含明线和暗线两条线索，明线即
三个单元的名称“林壑峻岫”“层峦叠
嶂”“溪山江色”，体现了三种审美意境。
暗线则来自宋代画家郭熙的山水画论

《林泉高致》中提出的山水画“三远法”
的布局，即“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
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
而望远山，谓之平远。”三个单元作品分
别体现着“高远”“深远”“平远”的视角。

此次展览共展出67位历代画家的

77件（套）作品，包括南宋、明代、清代、
民国，以及近现代山水画作品。其中
不乏董其昌、王原祁、张大千、溥儒等
名家画作，也有多位清代河北籍画家
佳作，如张赐宁的《秋林闲居图轴》、冯
源济的《峻岫飞瀑图轴》、王承枫的《鹤
语惊寒图轴》、陈嘉楷的《满山秋色图
轴》、戴克昌的《秋岭运粮图横》、张之
万的《山水扇面》等。

宋代是山水画创作的黄金时代，
此次展览中的两件宋代作品，都是难
得一见的珍品。其中南宋画作《水阁
泉声》，图中小桥卧波，古槐繁茂，庭院
深锁，远处碧空苍苍，青山叠翠，流泉
淙淙，构图采用全景式手法，满而不

塞，广而不疏，清新典雅。另一幅南宋
画作《松山小亭》，图中远处峰峦影绰，
近处楼阁隐现，画中大面积留白，山石
树木居于右下角。“虽然这两幅作品均
无落款，但从构图和笔法上看，都有南
宋著名画家马远的风格。”王文丽说。

展览中，有两幅首次亮相的山水画
作品引起关注。“明代画家陈祼的《山窗
琴趣图》是首次对外展出，画中绘峰峦、
林木和草亭，用笔冷峭，意境肃穆，是陈
祼晚年佳作。”王文丽介绍，陈祼的作品
受“吴门画派”画风的影响，其山水画作
将诸多景物安排得错落有致，用笔冷
峭，意境肃穆，表现了明代文人雅居的
生活场景。明代画家董其昌的《云山

图》同样是首次展出。“董其昌书画兼
善，一般书法署款为‘其昌’，绘画署款
为‘玄宰’。因此有‘画不其昌，书不玄
宰’之说。”王文丽介绍，此次展出的图
轴为一书一画，展示了董其昌虚和隽雅
的书风和平淡散逸的绘画风格。

为了使传统文物与当代观众有深
度契合，让观众有更好的观展体验，展
览特别制作了现代画家郑昶《溪山秋兴
图》、清康熙第二十一子允禧《江山叠巘
图》的动画，二维的山水画变身为“可
望、可行、可游、可居”的三维世界。观
众可在展厅动画区域观赏，穿行于山水
间；或在河北博物院官网浏览，足不出
户即可感受游历山川的乐趣。

河北博物院藏山水画露真容

珍品古画带你“畅游”山水

邯郸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公开选聘总会计师和总经济师公告

根据《邯郸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公开选聘总会计师和总经济师的
实施方案》文件精神，为进一步规范建
投集团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建投集团
规范有效运行，结合实际工作需要，现
面向社会公开选聘2名人员，其中总会
计师1名，总经济师1名。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集团概况
邯郸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

立于 1994 年，2018 年 1 月 22 日邯郸市
建设投资公司改革为国有独资企业，
注册资本金16亿元，内设综合办公室、
项目管理部、财务管理部、资金运行中

心、投资发展部、文化和健康事业部、
人力资源部、风控部、审计部、纪检监
察室、党群工作部等11个部室，现有员
工1000余人。

建投集团目前信用评级 AA+，
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3.9 亿元，利润
总额 0.85 亿元，净利润 0.39 亿元。建
投集团围绕产业园区、能源环保、创
新金融、铁路交通四大业务板块，以
及文化和健康、农业投资等领域开展
业务，坚持以“服务区域经济，促进转
型升级”为使命，成为立足邯郸、辐射
京津冀、面向全国的专业化产业投资
平台。

二、选聘岗位
总会计师1名、总经济师1名。
三、选聘原则
坚持德才兼备，公开、民主、平等、

竞争、择优的原则。
四、岗位职责
总会计师主要职责包括：财务战

略、全面预算管理和财务核算、内部控
制、财务信息披露、资金管理、税务筹
划、经营协调、财务分析决策、财务信
息化建设、财务队伍建设、投资融资管
理和重大财务事项监管。

总经济师主要职责包括：建投集
团经营计划管理、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合同管理、投资管理及行业政策与市
场形势分析研究等工作。

五、报名资格及条件
详见建投集团网站和智联招聘网

站。
六、薪酬待遇
总会计师、总经济师薪酬标准参

照建投集团经理层副职标准执行。
邯郸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人

力资源部
联系电话：0310-3117358 联系

人：朱玮、高亚峰
邯郸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9月9日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日前，2020 年河北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落
幕。作为我省青少年网球年度赛事中规模最大、等
级最高的赛事，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20
个代表队的26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

本次比赛参赛人数较去年翻了一番，尤其是
年龄在11岁以下的丙组运动员，和去年相比增加
了 40 多人。对于参赛选手激增的原因，省体育局
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唐玉认为，主要是因为今
年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报名渠道个人和团体均放
开，由一个市只允许一支球队参赛扩展到可以有
多支队伍参赛，网球俱乐部既可以选择代表所在
市组队参赛又可以独立报名。

据介绍，近年来我省不断强化赛事激励政策，
大型网球赛事不断增加，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省
青少年网球排名赛、京津冀业余网球公开赛等陆
续出炉，仅 2019 年，省全民健身业余网球公开赛
就设置了5个赛区，共计6场比赛。参赛人数也在
逐年递增。此外，我省每年从国际网联聘请专业教
练前来进行教练员培训，为网球运动普及发展提
供了人才支持。

经过多方努力，近几年，我省青少年网球运动
社会化、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网球俱乐部逐渐增
多。以前只有石家庄、保定、秦皇岛、廊坊等地有网
球俱乐部，现在全省各市基本都有。其中，仅石家
庄就有网球俱乐部十几家。

石家庄赛睿网球俱乐部的马田介绍说，该俱
乐部成立于2016年，现有会员100多人，年龄覆盖
6岁至18岁的青少年。近两年来，每年学习网球的
青少年人数都会增长三四十人。

邢台裕腾网球俱乐部负责人介绍，他们每年
都组织教练员走进市第四幼儿园、市冶金小学、市
一中等开展网球免费教学，在该俱乐部学习网球的青少年每年也
以三四十人的速度增加。

我省网球运动选材面也不断扩大。邢台市网球队教练齐占杰
介绍，以前他们只能通过学校选拔一些零基础的孩子进行培养，如
今可以通过网球俱乐部来选材，目前邢台市网球队队员有十几人。

据悉，我省网球运动起步并不晚，首届全运会闭幕之后就曾成
立省网球队，但后来该队留在了天津。2002年，省体育局小球运动
管理中心重新组建了省网球队，目前省网球队有8名运动员。我省
注册的青少年网球运动员则已达五六百人。

夯实基础，成绩提高。在2017年第十三届全运会网球比赛中，
我省运动员孙发京夺得了男子单打和男子双打铜牌；2018年全国
网球团体锦标赛，我省利用联合组队政策，一举夺得了冠军。2019年
全国网球锦标赛，我省单项获得了一金一银一铜的好成绩，团体也
拿到了第三名，取得了自小球运动管理中心成立以来的最好成绩。

省体育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竞训科科长李黎表示，为进一步
提升我省网球竞技水平，他们将通过和运动员家庭联合培训，让更
多运动员“走出去”，到网球竞技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训练。

我
省
青
少
年
网
球
渐
﹃
火
﹄

河北博物院
2020 年度首个
原创院藏文物展
览——《清晖依然
憺忘归——河北
博物院藏山水画
展》日前在河北博
物院开展。

河北日报记者
耿 辉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瑞雪）
日前，参加河北省首届线上亲
子运动会决赛的86组家庭聚集
在河北省体育馆，迎接本届线
上亲子运动会“最后的比拼”。
这些家庭是从全省25万多个参
赛家庭中脱颖而出，分别角逐
幼儿园组开合跳、定点射门、趣
味体能和小学组亲子跳绳、亲
子轮滑、亲子俯卧撑、亲子啦啦
操七个项目56个奖项。

据介绍，省首届线上亲子运
动会的七个项目，既包括体能项
目，又有趣味项目，还有与冰雪
运动推广普及相关的“轮转冰”
项目，既突出河北特点，又能满
足少年儿童多样化的健身需求。
在省体育局、省教育厅、团省委

的联合组织下，以“全家总动员、
野蛮其体魄”为主题的省首届线
上亲子运动会开赛两个多月，共
收到14.5万多条参赛视频，覆盖
8000多所幼儿园、15000多所小
学，累计带动25万多个家庭、75
万余人参与体育运动。

一些参赛家庭的家长表示，
省首届线上亲子运动会为亲子
家庭搭建了良好的运动平台，有
助于培养孩子的运动习惯。以
后，他们会坚持带孩子进行体育
锻炼，和孩子一起感受体育运动
带来的快乐和能量。一些幼儿
园和学校负责人表示，将借鉴省
首届线上亲子运动会的经验，通
过开展丰富多彩的亲子运动，促
进小朋友身心健康成长。

河北省首届线上亲子运动会

带动25万多个家庭
参与体育运动

□河北日报记者 叶娟娟

“挪威、瑞典、

芬兰等北欧国家冰

雪运动的可持续

发展，冰雪运动协

会发挥了重要作

用……”在8月27

日的河北省冰雪运

动发展论坛上，欧

悦冰雪投资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董

事长钟帅以《北欧

诸国冰雪运动协会

发展情况及特点对

河北省冰雪运动协

会未来发展路径的

启示》为题，作了

发言。

当天，河北省

冰雪运动协会完成

换届。据了解，新

一届省冰雪运动协

会将抢抓冬奥筹办

机遇，借鉴北欧冰

雪运动强国经验，

全面优化提升我省

各级冰雪运动协会

建设，加速构建全

省冰雪运动推广普

及社会组织网络，

为实现“到 2022

年全省参与冰雪运

动群众达到3000

万人”目标提供坚

强保障。

（上接第一版）同时，依托全市
21 个县（市、区）的乡镇（街道）
司法所和村（居）法律顾问，实
现了全市 260 个乡镇（街道）、
4540个村（居）公共法律服务实
体平台规范运行。

石家庄市对公共法律服务
实体平台的名称、服务场所、功
能职责、建设标准、人员配备等
进行统一规范，还围绕“全业
务”，不断拓展服务领域。“能当
场提供的法律服务现场提供，需
要到特定场所办理的，按照首问
负责制，通过衔接指引的创新模
式，提供法律咨询、人民调解、公
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仲裁等
全融合法律服务，有效提升服务
群众的能力。”王峰说。

构建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需要实体平台支撑，更离不
开热线、网络平台等便捷的服
务模式。

“您好！这里是石家庄市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请问有什
么可以帮助您的？”如今，石家
庄市“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
线，已成为居民维权的“贴心
人”。“这里不仅有7×24小时人
工值守服务，更重要的是人工
座席全是在职律师，讲得通俗
实用又准确。”咨询过公证业务
的市民卜明兰说。

一条热线千钧重。座席人
员解释时稍有偏差，就可能给
群众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为
此，“12348”热线推出了指引服
务 、电 话 回 访 等 多 种 服 务 内
容。座席人员如遇不熟悉领域

的法律问题时，当即启动指引
服务，由相关法律服务人员给
予解答；定期对来电群众进行
回访，针对评价不满意的事宜，
由专家团队研究后及时答复。

针对疫情防控常态化新形
势下热线数量增多的现状，石
家庄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科学
调整热线平台座席数量，座席
人员由 6 名增至 10 名，并针对
高峰时段的未接来电，在错峰
时段由座席人员逐一回拨解
疑。今年以来，“12348”热线先
后解答群众咨询2.6万余人次，
在婚姻家庭、房产买卖、劳务用
工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的领域解疑释惑，为群众依法
解决纠纷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平台
建设中，石家庄市搭建“律师顾
问、公证顾问”微信服务平台，推
出律师、公证员及时在线解答咨
询服务。截至目前，平台与超过
15.9 万名群众在线建立顾问服
务关系，累计为群众解答法律咨
询 3.9 万余次，群众及时评价
5900余次，满意度98.9%以上。

“当前，石家庄市公共法律
服务正向精准化迈进，多元供给
的公共法律服务机制和共建共
享的服务格局逐渐形成。围绕
实体平台、热线平台和网络平台
融合发展，着手利用互联网、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
我们正在打造集精准便民、资源
共享、综合研判、指挥调度等功
能于一体的全业务、全时空公共
法律服务体系。”王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