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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纳玉堂）为充分发挥体
育多元社会价值和功能，传播青海体育好
声音，挖掘青海体育优秀人物，赞美身边
最美体育人，传播健康向上的生活理念，
吸引社会和大众关注体育、参与体育，今
日起，西海都市报社联合青海省体育局、
青海省体育总会，发起“我要上全运·青海

最美体育人”评选活动，号召全社会发现
身边最美体育人，讲述他们的故事，展现
他们的风采。

本次作品征集活动面向全省展开，参
与主体是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
业、体育文化等体育领域作出贡献、有较
大社会影响力的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具

有特殊体育技能及正面社会影响力的草
根体育明星，均可参加此次活动。

即日起，我们将陆续刊登“青海最美
体育人”的先进事迹。若想参与评选，请
将体现“青海最美体育人”优秀事迹的文
字、图片、视频材料发送到邮箱 xhty2016@
126.com，文字限千字以内，图片限制在 6

张以内，视频限制在 5分钟以内，文字、图
片材料为必需材料。截止日期为 3 月 31
日，逾期不予评选。 4 月至 5 月，初步遴
选后的“青海最美体育人”的事迹将在西
海都市报刊登，并在西海体育微信公众号
发布后进行公开网络投票。联系电话：
96369 15202580019

“赶上了这个体育发展最好的时代，
我相信无线电测向和定向运动未来将有
更大发展空间。”党清成说。

当传统的捉迷藏与现代的无线电通
信技术相碰撞，一项其乐无穷的科技体
育项目——无线电测向和定向运动应运
而生。定向运动是参加者借助于地图和
指北针,按照规定的顺序独立地完成寻
找若干个标绘在地图上的地面检查点,
并以最短的时间跑完赛程的运动。因为
相似性、联系性，这两个项目常常被放
在一起。

一说起无线电测向与定向，省无线
电测向和定向协会主席党清成总是收不
住话匣子。从职业运动员到全民健身推
广者，党清成为无线电测向与定向运动
倾注了许多心血。

党清成的运动员生涯开始于 1988
年。他曾代表我省在全国无线电测向与
定向锦标赛上夺奖，并组队在第七届全
运会无线电测向比赛中取得男子团体第
三名，还一度入选了国家队。“那时候还
是很辛苦的，比赛都在省外，平日里的
训练也在户外进行。但是年轻的时候身
体好，精力充沛，加上对项目的喜爱，所
以也从来没觉得累。”他感慨道。

对于无线电测向与定向项目的热
爱，一直到党清成退役后下海经商，也
一直没有消减。“虽然不再是运动员，但
我还是一直想搞这个项目，尤其是在全
民健身、体育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党
清成说。

在他的牵头下，2017年 5月，青海省
无 线 电 测 向 和 定 向 运 动 协 会 正 式 成
立。“在我们协会，有不少人是之前从
事定向运动项目的专业运动员，现在还
在为推广这个项目作贡献。 ”党清成介
绍。

党清成说，无线电测向的参与人群
很广泛，小学生到七八十岁老人都能
参加。无线电测向最关键的就是跑得
快、听得快、确认得快，需要很好的耐心、
洞察力和记忆力。

无线电测向运动作为一种集科技、
体育、竞技与趣味为一体的体育项目，
非常适合广大学生。在党清成看来，无
线电测向运动能够培养学生的独立性、
合作性以及竞争意识，能够促进学生的
全面发展，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协会成立后，首先在学校向广大青
少年推广，但是由于人们普遍对项目认
知不够，这个过程并不轻松。“那段时间
每天都要去很多学校找领导沟通，由我
们来出设备、出经费。”党清成说，经过
一段时间的宣传推广，现在协会已在我
省 10所小学开始培训无线电测向知识，
很受孩子们的喜爱。

定向运动同样是智力与体力并重的
运动，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定向运动最
早起源于国外，目前在国内普及度并不
高，属于新兴的运动项目。基于对定向
运动的深入了解，党清成十分看好这项
运动的前景，他给出的理由是：大众运
动意识增强，而相对于其他运动，定向
门槛低，对装备和场地要求不高，定向
是体力和脑力的完美结合，强调对综合
能力的锻炼，尤其适合青少年，相较于
路跑更具趣味性，更符合当前社会的价
值取向，定向融合度高，可与其他活动
组合，在青山绿水或名胜古迹中进行，
与旅游、文化、乡村建设等各项产业有
天然契合度。

“广东有一个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
大赛激发当地体育、文化、旅游等全面
发展，促进赛道沿线经济社会的发展。
影响力、社会效益都很好，我期待有一
天，我们在青海也能打造一个这样的比
赛。”党清成说。

在经费少、人员少的情况下，为了推
广、普及项目，党清成常常自掏腰包，更
花费了许多精力，但这样的付出并不会
得到多少经济上的回报。因此，他的家
人、朋友都不理解他。“我的亲友也是为
我考虑，他们觉得花这么多钱不值得，
但是谁让我就是喜欢它呢。”党清成说。

协会成立仅半年之后，2017年 12月，
2017青海省首届“莲花湖杯”无线电测向
比赛在湟中县莲花湖景区举行，活动成
功举办，获得了各方的好评和支持，给了
党清成很大的信心。他说，未来他还会
不遗余力推广普及无线电测向与定向运
动，让越来越多人感受到其魅力。

省体育局举办党的十九大精神知识竞赛
多巴基地代表队获得冠军

“青海最美体育人”评选活动开始啦

党清成：让更多人爱上无线电测向和定向运动
本报记者 李占轶 文/图

本报讯（记者 纳玉堂）1月 9日，省
体育局系统“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党
的十九大精神知识竞赛在多巴基地举
行，局系统 11支代表队参加比赛。

知识竞赛秉承“公平、公开、公正”
的原则，采取现场答题的形式，通过必
答题、共答题、抢答题、风险题 4 个环
节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大精神、新《党
章》以及纪律处分条例等展开问答。
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选手以精彩的回
答展示了当代青海体育人勇做体育强
省引领者、践行者、推动者的良好精神
风貌。本次竞赛共评出一等奖 1 名、
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优秀组织奖
5名。多巴基地代表队获得了冠军。

1 月 10 日，兴业银行与微软中国在上
海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宣布发挥各自
在金融、数字化技术领域的优势，开展数
字化创新合作，推进高科技智能银行建
设。签约仪式上，兴业银行旗下兴业数金
公司亦与微软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拟在
打造中国领先的“金融行业云”方面开展
战略合作。

近年来，迅猛发展的金融科技浪潮对
商业银行产生了深远影响，把握数字经济
时代机遇，加快金融科技创新是商业银行
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实现全面转型
升级的迫切需要。作为全球银行 30 强之
一，兴业银行的发展历程始终坚定奉行

“科技兴行”战略。近年来，更是积极主动
拥抱金融科技，持续加大科技投入，推动
信息科技从支持保障角色向引领业务发
展和促进经营模式转型转变。在数字化
转型战略实施过程中，兴业银行将以“兴
业大脑”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平台建设作为
引领与推动业务发展的重要抓手，积极探
索数字化转型，率先发起设立兴业数金公
司，依托该司积极布局“金融行业云”，为
中小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小企业提
供云计算服务。“此次与微软公司合作，是
我行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经过各方充分
论证之后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在以往双
方良好合作基础上进行的一次重要升级，
质的飞跃。”兴业银行副行长孙雄鹏在签
约仪式上表示。

根据协议，兴业银行将与微软公司在
人工智能平台与“金融行业云”平台构建
方面展开全面合作。兴业银行将借助微
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队伍、科研力量
以及协助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经验，构
建先进的人工智能平台，着力打造智能化

“兴业大脑”，并借助微软技术持续完善
“金融行业云”平台建设，提升金融行业云
的服务能力与服务效率。

孙雄鹏表示，微软的创新、多元和包
容精神，与兴业银行“理性、创新、人本、
共享”的价值观不谋而合，双方的数字化
转型理念也高度一致，同时微软在产品
丰富度、服务能力、技术研究投入等方面

处于全球领先水平，能够与兴业银行、兴
业数金公司的资本实力、客户基础等行
业优势形成有效互补，在此基础上促成
的合作，符合兴业银行的发展需要和方
向。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张益肇对双方
的合作前景充满信心。他表示，此次与兴
业银行合作，是科技企业与银行的跨界联
姻。凭借涵盖软件研发、销售、管理咨询、
外包服务等全方位的解决方案，微软将为
双方的战略合作开创巨大空间，揭开数字
化智能银行建设的全新篇章。

双方为此建立了包括成立由双方高层
组成的战略合作指导委员会，成立多个项
目工作小组推进具体合作项目等合作工
作机制。

据了解，在“科技兴行”战略的引领
下，兴业银行近年来不断提升金融科技的
战略地位，深入融合科技运用和金融创
新，提高客户服务水平与市场竞争力。该
行将以机器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
充分运用到信用风险、精准营销、投资理
财、合规内控和网点服务等领域，如开发
智能风控产品“黄金眼”，利用机器学习算
法，对未来三个月内可能降为“关注”类别
以下的企业进行风险预警，准确率达到
55%；上线智能投顾产品“兴智投”，为客户
提供以计算机算法为支撑的个性化投资
组合策略，帮助客户最大程度规避风险，
形成较优的投资回报；在营业网点大量布
设智能柜台，支持 80 余项常用业务，对传
统网点的交易替代率达 90%，服务效率提
升 58.2%等。作为成为国内极少数具备银
行核心系统自主研发能力和一家对外输
出核心系统技术的商业银行，兴业银行已
为超过 300多家中小银行提供核心系统托
管服务，成为国内商业银行信息系统提供
商之一。

兴业数金公司是兴业银行科技金融创
新的重要平台，其在 2017 年 3 月推出的金
融行业云服务品牌“数金云”脱胎于兴业
银行的银银平台，目前已为超过 300 家银
行提供了逾 400 项服务，是国内金融云服
务商之一。

强强联合 兴业银行携手微软共建数字化智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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