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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玮皓

本报讯 近日，德国某知名
转会网站爆料称，叙利亚男足国
家队队长艾哈迈德·萨利赫接近
加盟河南建业。作为一名中后
卫，他有望成为建业新赛季签下
的第一名外援。

据爆料，叙利亚国家队队长
艾哈迈德·萨利赫2016年12月
下旬已与建业进行了谈判，此前
还有萨利赫身着建业训练服的
照片在网上曝光。萨利赫今年
26岁，目前效力于科威特阿拉比
队，司职中卫。中国球迷对萨利
赫并不陌生，在2016年10月进
行的一场世预赛12强赛中，国足
在主场西安01不敌叙利亚，当
场比赛萨利赫首发出场，并作为
队长打满全场。

身高1.85米的萨利赫一直
是叙利亚队的绝对主力。12强
赛前5轮，萨利赫场均贡献4次
拦截和7.8次解围。目前建业后
防有戈麦斯坐镇，萨利赫的加盟
对后防线将是一个有力的补充。

叙利亚队长
将加盟建业？

□记者 王玮皓 文 洪波 摄影

本报讯 1月7日上午，天
公作美，连日的雨水和雾霾一
起停下了脚步。由大河报、大
河网、大河客户端联合主办的

“领骑2017 新年第一骑 大河
送温暖”活动在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揭幕。随后全省各地的近
千名大河骑友从不同的方向向
郑州市郑东新区如意湖进发。

据介绍，新年第一骑是大
河网从2012年发起的一项绿
色行动，到今年已是第六届，该

活动已经成为河南骑行爱好者
的传统盛会。今年，大河网、大
河报、大河客户端联手，对新年
第一骑进行了“升级”，让给这
项深入人心的绿色活动增加了
公益元素，即骑友们在进行体
育锻炼的同时，呼吁社会关爱
咱们城市里的美容师——环卫
工人。2016年岁尾，本次活动
的倡议在大河网、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大河论坛、眼遇客户端
发出后，立即得到了郑州及周
边地市骑友的踊跃报名，著名
企业伊利集团还专门为环卫工

人提供了爱心牛奶作为新年礼
物。载着爱，带着温暖，大河网
友开始了新的一年征程。

大河网总经理高亢在致辞
中说，骑行是一种生活方式，更
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要为大
河网友们用车轮丈量郑州、记
录郑州城市发展轨迹的行动而
点赞；要为他们坚持绿色出行，
用实际行动为绿城建设做出的
贡献而点赞；更为他们传播快
乐、勇敢、坚持的精神和低碳出
行、绿色生活的理念而点赞。

大河骑友会版主老哈在接

受采访时说，从2006年参与创
建骑友会，到2012年开始参与
新年第一骑活动，见证了新年
第一骑的每一步成长。骑友会
的规模一年比一年大，今后，他
将和各位骑友一定会把骑友会
的名号，传遍全省，传遍全国。

郑州骑友孙莹莹是一名
90后网商，虽然很忙，但一大
早就赶来了，她说，其实市民们
并不是缺乏环保的动力和意
识，而只是缺乏一个唤起环保
意识的“引子”，而通过自身的
行动和宣传，也许就能勾起大
家心里的环保“基因”。

捧着大河骑友们送来的牛
奶，在郑州CBD艺术中心打扫
卫生的王怀良师傅很感慨：“今
天很受感动，这么冷的天，大河
骑友们还给我送来牛奶。他们
骑车出行，不给城市带来任何
负担，作为一名普通的环卫工
人，我要给他们的这种行为点
赞。”

据了解，在这些骑友里面，
有公务员、商界老板、企业员
工，上有六七十岁的老者，下有
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是低碳环
保出行、保护环境的理念将他
们凝聚在一起。骑友们希望通
过自己身体力行的行动，唤起
更多的人重视环保，重视我们
的生存环境。同时，他们希望
更多的环保者加入这支“环保
骑行”队伍，为中原大地这片绿
色的土地贡献自己微薄的力
量。

英格兰足总杯昨日进行了
第三轮的角逐，卫冕冠军曼联在
主场以40击败来自英冠的雷丁
队。开场7分钟，鲁尼打入了曼
联生涯的第249个球，平了传奇
人物博比·查尔顿的进球纪录。

从2004年加盟曼联至今，鲁
尼已经为曼联效力了13年，打进
了249个进球，完成这一成就，鲁
尼用了542场比赛，比查尔顿爵
士少了216场比赛，从效率上来
说，鲁尼甚至更胜一筹。查尔顿
爵士的纪录已经在曼联队史上
保持了44年，如今终于被鲁尼解
封了。 马文

鲁尼进球数
平队史纪录

明晚，中国队将在广西南
宁迎来首届“中国杯”的赛事，
中国队将在首战中对阵欧洲
杯上表现出色的冰岛队。不
过无论是冰岛队，还是中国
队，都没有派出绝对主力出
战。在昨日进行的战前新闻
发布会上，国家队主教练里皮
以及冰岛主帅都表示将利用

“中国杯”寻找后备力量。
这期国家队出现了不少

年轻的新面孔，里皮表示，本
次赛事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
考察年轻球员，为国家队输送

后备力量。通过这几天的集
训，他对这些年轻球员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其中有几个年轻
球员引起了他的兴趣。“国家
队将在2月再次集训，届时这
些球员有望再次入选。”

在被问及是否为国足在
本届“中国杯”赛事的成绩设
立目标时，里皮表示，中国的
职业联赛已经结束两个多月，
大多数球员的体能储备还没
能完全适应比赛的需求，所以
要想赢球会面临困难。“如果
取胜当然是非常好的，如果不

能做到，希望达到我们的目
的，考察更多球员。”

本次冰岛国家队派出的
并不是全主力阵容，对此冰岛
主帅哈德格里姆松表示：冰岛
之前打的比赛都是很有竞争
性的比赛，所以有些球员没有
得到出场机会。“中国杯”是一
个很好的机会，本次比赛冰岛
队招入了很多U21的球员，由
于现在冰岛国家队很成功，因
此很多年轻球员得不到重
视。很高兴利用此次机会，能
够给年轻球员一些机会，争取

利用本次比赛选拔出2到3名
球员进入到国家队当中。

对于中国队，冰岛主帅表
示并没有多少了解：“我们看
过里皮带领的中国队比赛，但
是本次中国队也招入很多新
人，所以很难去猜测。”但谈到
中国国家队主教练里皮，冰岛
主帅认为在足球界没人不知
道里皮，能够聘请他作为主教
练，说明了中国足协和中国人
对于足球的雄心。另外中国
队很有钱不缺资金，这让他们
非常羡慕。 据新华社等媒体

“中国杯”明晚开战 中国、冰岛皆要锻炼新人

里皮：已发掘几名“潜力股”

新年第一骑，大河骑友为环卫工送温暖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4895192元
和9368452元。

“排列3”、“排列5”第17008期开奖公告
玩法 中奖号码 全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排列3
直选
组选3
组选6

4975注
0注

12216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08注

597

59703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5068440元

和9242142元。

“排列3”、“排列5”第17007期开奖公告
玩法 中奖号码 全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排列3
直选
组选3
组选6

3965注
0注

9745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7注

692

69287

单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173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324890元。

中奖注数
397注

0注
981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7007期

中奖号码：7 8 3
单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173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459408元。

中奖注数
1630注

0注
1749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7008期

中奖号码：1 6 9

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奖 级
一等奖

一等奖（追加）
二等奖

二等奖（追加）
三等奖

三等奖（追加）
四等奖

四等奖（追加）
五等奖

五等奖（追加）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2注
1注

46注
7注

606注
175注

26049注
8542注

589690注
192046注

5839843注

单注金额
10000000元

6000000元
211393元
126835元

5804元
3482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7003期

中奖号码：03 05 06 13 22 09 12

本期投注总额为 206276983 元,3270524644.52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462132元，
中奖总金额为330154元。

每注金额
10303元

50元
5 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008期
中奖号码

7 9 18 19 21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奖注数
12注

788注
10851注

421注
404注

28注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442458元，
中奖总金额为126239元。

每注金额
0元

50元
5 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007期
中奖号码

1 2 5 6 20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奖注数
0注

497注
7649注

191注
239注

15注

第 17004期

本期全国销售额 13582378 元，23392433.54 元 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开奖公告

中奖号码：5 2 9 6 8 6 4
全国中奖注数

1注
11注

296注
3176注

32412注
378672注

单注金额
5000000元

23892元
1800元
300元
20元
5元

奖 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5946813元
72460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926784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4171145元。

红色球
07
蓝色球

05 13 17 26 27 30

第2017004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8注
294注

1945注
99453注

1728763注
9756559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6注

49注
3908注

73254注
415049注

大河骑友向如意湖进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