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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克公开赛来到浙江

本报讯（通讯员 何中伟）鸿翔集

团杯 2016CBSA 中巡海宁斯诺克国际

公开赛将于 10 月 17 日-21 日在海宁

市体育中心举行，本次比赛共有来自

17个国家和地区约150名选手参与。

比赛由分区赛和正赛组成，分区

赛共分为 3 轮进行，产生 48 名晋级正

赛名额。2010 年和 2011 年，浙江海宁

成功举办了中国职业 9 球总决赛和

CBSA 美式 9 球世界公开赛。2014 年

和 2015 又成功举办世界斯诺克巡回

赛海宁公开赛，世巡赛的成功举办为

海宁举办顶级斯诺克赛事积累了宝贵

的经验。本次比赛承办方浙江纽斯达

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拥有十余年丰富的办赛经验和资深的

赛事运作团队。

记者 廖旭钢

昨天，杭州城东，游泳世界冠军吴

鹏的“鹏之星·美式亲子游泳中心”正式

开张。开张这天，来了一整车的奥运冠

军，吸引着大量媒体的争相赶来。女排

奥运冠军周苏红、射击奥运冠军朱启

南、赛艇冠军徐冬香、奥运金牌教练朱

志根、里约奥运新晋小鲜肉汪顺，还有

个老牌乒乓球奥运冠军，现任省体育局

副局长吕林⋯⋯能把这么多大牌都请

来给自己新店开张站台的，除了好人缘

的吴鹏还有谁？

更难得的，这些冠军拖家带口而来，

因为游泳中心主要面对的对象是新出生

到三四岁的娃娃，别看这些奥运冠军见惯

了大场面，涉及自家孩子健康成长的问

题，依然像小学生一样，认真听着吴鹏介

绍亲子游泳培训的种种好处，大多数冠军

在开业仪式结束后，还换了衣服，带着孩

子下泳池体验了一把。回归到父母身份，

冠军们有着和普通家长一样的情绪和偏

好。比如徐冬香和周苏红，就周苏红女儿

小炮的个子算不算高的问题展开了热烈

讨论。

东道主吴鹏的一双子女，是昨天体验

环节率先下水的，也不知是不是旁观者太

多，游泳冠军的后代刚碰水没多久就开始

哭闹，引来一众冠军家庭的哄笑。

如果说一众冠军携全家前来助势，更

多出自和吴鹏的私交，那么省体育局副局

长吕林，学院游泳中心主任卢钢的到来，

则更多体现出官方的支持——吴鹏在辞

去公职后先办夏令营，再办培训课，现在

的体验中心实体店也顺利开业，他的创业

之路，为众多退役运动员再就业，提供了

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吴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

他的教练团队已经发展到 20 人左右的

规模，其中一大半都拥有专业运动员

背景，吴鹏表示，如果他的业务规模可

以继续扩大，将吸纳更多退役运动员

加入团队，为他们与社会接轨提供帮

助。

本报讯（记者 戚珊珊）在昨天比赛前，杭州

绿城还领先降级区 5 分，只要在客场拿下广州富

力就可以大大增加自己的保级希望，但结果令人

跌破眼镜，绿城2∶5大比分惨败。

更糟糕的是，身后的长春亚泰在主场力克北

京国安，积分达到了 26 分，仅仅落后绿城 3 分。

在联赛还有 3 轮的情况下，刚刚见到保级曙光的

杭州绿城，又重回泥潭。

这场比赛，原本是绿城稳固保级大好形势的

好时机，富力眼下联赛排名不上不下，已无欲无

求，绿城只要拿下对手，就能提前保级成功。

结果，全场比赛无论是技战术还是战斗精神

力，绿城都显得太过“客气”，直到后防线被对手

撕烂，才有了当头一棒的感觉。

倒是斯托伊科维奇把自己推崇的华丽足球

展现得淋漓尽致，扎哈维的帽子戏法、姜至鹏的

抽射以及吉安努的落叶斩，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绿城则由拉蒙和加比奥内塔扳回两球，总算挽回

一点颜面。然而在大比分失利的苦果面前，这样

的颜面也已经没有价值。

2∶5 的比分，算是绿城本赛季最惨的一次失

利。而富力堪称绿城克星，绿城已经连着 3 个赛

季遭富力双杀了。

由于昨天另一场比赛长春亚泰爆冷 2∶1 拿

下了北京国安，这便让绿城原本已经缓和的保级

形势变得陡然严峻起来。因为亚泰的积分升至

26 分，反超石家庄永昌位列倒数第 2，与倒数第 3

的绿城的差距缩小至3分，保级希望大增。

看看亚泰后面的赛程，在本季中超联赛只剩

最后 3 轮的情况下，他们将客场打辽宁宏运，客

场打广州富力和主场打上海申花。如果这 3 场

比赛亚泰全胜，总计就将达到35分。

而绿城目前积29分，还需要两场胜利6分才

能实现积35分。唯一有所安慰的是，本赛季绿城

双杀亚泰，就算两队最后积分相同绿城仍有优势。

对眼下的绿城来说，先不管亚泰是否真的能

够连胜下去，目前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不过绿

城最后 3 场的对手都不好对付，在本周日主场打

申花后，紧接着下周三就要客场打华夏幸福，最

后一场再回主场打延边。由于杭州去秦皇岛场

地的交通很不便，最后两周对绿城全队的体能是

相当大的考验。

拉一车奥运冠军为新店站台 除了吴鹏还能有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
11
453
6164

每注奖金（元）
2975

50
5

中奖条件
●●●●●
●●●●
●●●

体彩20选5
浙江第16283期 总投注额：175920元

中奖号码 02 03 11 13 20 ●代表中奖号码

兑奖有效期：自10月17日起60个自然日。
本信息如与公证开奖结果不符，以后者为准。更多

信息查询：浙江体育彩票网http://www.zjlottery.com。
2016年10月16日

奖项
排列3直选

排列3组选3
排列3组选6
排列5（全国）

中奖注数
133注
125注
0注
16注

每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0000元

体彩 排列3排列5
第16283期 浙江排列3总投注额：1255752

全国排列5总投注额：8424272

兑奖有效期：自 10 月 17 日起 60 个自然日。本信
息如与公证开奖结果不符，以后者为准。更多信息查
询：浙江体育彩票网http://www.zjlottery.com。

2016年10月16日

开奖号码（前3位为排列 3） 0 0 4 7 1

体彩 6+1
浙江第16122期 总投注额：2114026元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中奖号码
346062+8

346062
34606□、□46062

3460□□、□4606□
□□6062

346□□□、□460□□
□□606□、□□□062

34□□□□、□46□□□
□□60□□、□□□06□

□□□□62

兑奖有效期：自 10 月 17 日起 60 个自然日。本期
累积特等奖奖金总额934.531万元全额滚入下期。本信
息如与公证开奖结果不符，以后者为准。更多信息查询：
浙江体育彩票网http://www.zjlottery.com。

2016年10月16日

中奖号码 3 4 6 0 6 2 + 8
中奖注数 奖金额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0
1

15
243

3185

40181

0元
69836元
9311元
300元

20元

5元

好彩头

难受

，绿城不敌富力想哭

，保级重回泥潭

难受

，绿城不敌富力想哭

，保级重回泥潭

健全工作机制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让农民工圆梦在杭州

杭州工会90年系列报道（八）

文/张晓燕 罗昙 何去非

农民工已成为城市产业工人的主体，是推动杭州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年
来，市总工会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农民工生活工作的一系列政策，健全工作机制，推出农民工圆梦计划，采取
一系列措施，不断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为农民工圆梦创造条件，共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走进千啤公司，装饰一新的职工宿舍，塑胶地的职工篮球

场，宽敞明亮的职工书屋，配备有投影仪、音响、无线领夹式话

筒、书写白板的职工培训室展示在人们面前，这是千啤为外来

工提供的休息、充电场所，也是企业积极响应杭州市总工会创

建的“新杭州人文化家园”。

杭州千岛湖啤酒有限公司属于外来务工者较多的大型企

业，离市中心较远，周边文化设施缺乏。在像千啤这样的大型

企业建“新杭州人文化家园”，不仅让职工在工作之余能有学

习、娱乐的阵地，极大地丰富了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

稳定了职工队伍，促进了企业和谐，因此这项工作也得到企业

行政的大力支持。公司和工会每年都有计划地安排组织各类

文体活动，春节的团拜会文艺表演活动，三八妇女节的拔河、

羽毛球、乒乓球、双扣比赛活动，千啤还投入了 600 余万元在

千岛湖工厂新建了职工宿舍、职工篮球场、职工书屋、职工活

动室、职工培训室等场所。

从2008年开始，杭州市政府把“新杭州人文化家园”建设纳

入了“十二五”规划，有力地推动了文化家园的普及。市总工会

在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企业、工业园区、重点工程建设工地，大

力普及集职工书屋、职工学校、职工俱乐部三位一体“新杭州人

文化家园”建设。截至今年9月底,由杭州市总工会组织建设的

302个“新杭州人文化家园”在杭城每个角落破土而出，成为了企

业文化建设和职工文化建设的一个新载体、新平台、新品牌。

9 月 25 日上午，浙江大学玉泉校区永谦学生活动中心内

人头攒动，2016 年杭州市总工会资助千名优秀外来务工人员

上大学活动——浙江大学学历教育班开学典礼在此举行。这

一天，来自杭州全市从事各行各业的 385 名优秀外来务工人

员齐聚一堂，开启了他们在浙江大学为期两年半的大学生活。

“今天我能走进浙江大学的课堂学习，我感到很荣幸，非

常感谢杭州市总工会资助外来务工人员上大学活动给我提供

了这次宝贵的学习机会。”开学典礼上，来自东风裕隆汽车有

限公司的陈海波作为新生代表上台诉说了自己的大学梦。“直

到看到今年杭州市总工会的资助外来务工人员上大学政策，

我的本科梦又重现脑海，如今我站在了浙大的校园里，我圆梦

了。以后我一定认真勤奋地学习，脚踏实地工作，为自己争取

一个更美好的明天。”陈海波满怀信心地说。

据悉，为鼓励和吸引优秀外来务工人员为杭州发展作贡

献，帮助他们提升学历和素质，从2012 年起，杭州市总工会启

动“资助外来务工人员上大学”工程，计划 5 年时间资助 1000

人圆大学梦。项目启动后，报名异常火爆，资助名额也一再调

整。2014年起，资助名额增加到了每年1000人。

为了让外来务工人员在专业上有更多选择，杭州市总工

会不断拓展教学基地和专业范围。从原来的一个学校、23 个

专业，拓展到含浙江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名牌大学在内的 8 所大学、100 多

个专业。市总工会还授予浙江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杭州市工

人业余学校、杭州市师范大学、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杭州科技

职业技术学院等6所院校为“杭州市农民工学历教育基地”。

今年，杭州市总工会“资助千名优秀外来务工人员上大

学”活动今年全部升级为本科学历教育，学费由市总工会定额

资助 7000 元；如果毕业前被评为区、县（市）级（含）以上劳动

模范或获得五一劳动奖章，还能给予全额资助。

据统计，截至 2015 年底，已有 429 家企业组织参与了“外

来务工人员上大学”活动，近 30 家企业联系浙大等院校开展

校企合作，为想读大学、未能被列入市总工会资助的职工提供

学习场地、学习时间和学费报销。近5年来，杭州市总工会资

助40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圆了大学梦。

“新杭州人文化家园”提升了幸福指数

“优秀外来务工人员上大学”圆了大学梦

今年暑假，拱墅区祥符街道博伟清洁服

务有限公司工会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环卫工

人“小候鸟”亲子夏令营。这一个月里，孩子

们尽情地享受跟父母相聚的欢乐时光，还体

验到了丰富多彩的杭州生活。

在“祥符街道博伟小候鸟亲子夏令营”开

班仪式上，杭州市总工会向孩子们赠送了 50

册图书和 1 只大药箱，还向每位小候鸟赠送

了 1 本安全手册和装满各种礼物的大礼包。

拱墅区总工会还联合养乐多（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杭州分公司，为“小候鸟”们送上健康知

识讲座。

来自河南淮浜县的环卫工黄金彬说：“我

们大老远进城来辛辛苦苦地干活，说实在的，

就是为了让孩子们生活得好一些。没有比孩

子开心更让我开心的事情了。”父亲黄金彬

有两个孩子，平时负责三墩路段环卫保洁，今

年是第一年接孩子来杭团聚。

为了使这群“小候鸟”度过一个平安、快乐

的暑假，杭州市总工会每年暑假都开展一系列

丰富多彩的“牵手成长”活动，在全市条件具

备的企（事）业单位举办各类“小候鸟”爱心暑

期班，开设手工、美术、书法、舞蹈、体育运动等

课程以及暑期安全知识讲座等，为“小候鸟”提

供常规的暑假作业辅导，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

忧。杭州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说，“牵手成长、

呵护小候鸟”是一项为职工办实事、办好事的

工作。外来务工人员对杭州的发展作出了默

默无闻的贡献，作为职工的“娘家人”，帮助职

工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责无旁贷，是

工会的职责所在。“小候鸟”夏令营是工会为职

工谋福利的创新之举。通过对小候鸟进行有

组织、有计划的学习、生活和课余活动的安排，

既可以减少暑期安全隐患、丰富孩子们的假期

生活，还能为外来务工人员解除后顾之忧，对

提高企业凝聚力、稳定职工队伍、促进企业长

远发展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另外，市总工会每年开展“千场电影进

企业、百场文艺下基层”活动；开办了“杭州

职工大学堂”，建立了集劳模讲师团、文化讲

座师资库、演出团队服务库、职工艺术人才

库等服务职工文化的“一团三库”，建立“工

会乐活文化”服务网络学习平台，提供文化、

艺术、体育、生活、心理健康等 70 余项专业

的“菜单式”服务。近三年来，市区两级联

动，已累计送电影 3893 场、送演出 918 场、送

各类讲座 2411 场，营造了“满城书香”的文

化氛围。

关心职工婚恋问题，市总工会连续数年

开展“幸福大牵手”活动，为数千名单身职工

举办交友联谊、集体婚礼活动。从 2011 年起

开展的每年一届的新杭州人集体婚礼，至今

已见证了485对新人步入婚姻的殿堂。

市总工会还更多地关注农民工的现实需

求，每年开展关爱外来务工人员“平安返乡”

行动。自 2012 年起，杭州市总工会携手杭州

联合银行，主办“联合你我，快乐回家”杭州市

外来务工人员平安返乡活动，该活动已经帮

助了 2.1 万余名经济困难的外来务工者在春

节前免费回家。

“小候鸟”免费暑期班带给孩子一个快乐的暑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