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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AⅠ·08

每注金额
21096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1008期中奖号码
7 10 15 17 22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中奖注数
4注

288注
4743注
142 注
153注
11 注

河南销售总额为 421470 元，中奖总金额为
165420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10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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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9294元。

中奖注数
630 注

0 注
1208 注

中奖号码：3 8 2
“排列3”第21008期中奖号码

6 4 7
“排列5”第21008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21004期中奖号码

007849 + 1

6 4 7 8 2

0 元
8694 元
614 元
200 元
50 元
10 元
5 元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一等奖（7+0）
二等奖（6+1）
三等奖（6+0）
四等奖（5+1）
五等奖（5+0）
六等奖（4+1）
七等奖（4+0）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
金额

06 08 09 15 18 25 26 16

第2021004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 注
16注

453 注
1036 注

13283 注
15128 注

121442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1 注

15 注
53注

329 注
627 注

3403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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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以天地之中为轴，看
华夏九州格局；以中州大地为源，感
炎黄血脉广袤。中国之中，老家河
南……”为什么要给河南贴上“老
家”这个标签？在纪录片《老家河
南》中，你可以找到答案。

1月8日上午，纪录片《老家河
南》开播仪式及专题研讨会在郑州
举行。这部由香港卫视与大象融媒
体集团共同打造的河南历史文化纪
录片，意在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
代价值，探寻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向
世界讲好河南故事。据悉，该片将
从1月起在香港卫视和河南电视台
同步播出。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篇。《老
家河南》以“深邃历史、厚重文化”为
主题，将河南千年来的历史文化积
淀进行描述与再现。

淮阳的伏羲文化源远流长，中
华文化始祖伏羲在此创建龙图腾，
淮阳成为龙文化农耕文化发源地，
成为姓氏之根，易学之源。

西平的剑文化蕴含浓厚的家国
情怀，仗剑天涯的英雄豪气，毫不退
缩的亮剑精神，名剑所流淌着的民
族精神滋润着每个人的精神家园。

获嘉篇中展示了起自于周王朝
的英雄崇拜——神文化，这是数千
年来英雄文化的起源。

中华姓氏始于此，黄河文明盛
于此，这部纪录片将视角聚焦在这
些深藏于中华历史血脉之中的文化
故土，深度挖掘了“老家河南”的故
事。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方启雄表
示，今天的河南，有讲不完的出彩故
事，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就是要以
出彩河南的具体实践、生动故事为
载体，向海内外讲好黄河故事，推动
黄河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更加广泛
深远。

香港卫视国际传媒集团总顾问
汪家驷表示，香港卫视像世界华人
一样，视河南为老家。要宣传好《老
家河南》，让河南走向世界，让世界
拥抱河南，让以黄河文化为根基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华人中得
以弘扬和传承。

研讨会上，大家纷纷为“弘扬黄
河文化，助力中原更加出彩”建言献
策。与会专家们指出要大力发掘出
彩的河南故事与河南文化，制作能
展现时代特色的文化作品，利用多
种平台全方位精准传播，将河南故
事国际表达。

据悉，《老家河南》大型电视纪
录片一共有5个系列，已经制作完
成的12集组成了此次播出的《历史
文化》系列，其中选择了河南43个
历史深邃、文化厚重的千年古县，讲
述其历史文化的辉煌和发展。

河南为啥
被称为“老家”？
纪录片《老家河南》告诉你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张丛博
实习生 熊珂

为何推出生猪期货？

1月8日，生猪期货正式在大商所
上市。这也是历经近20年跟踪研究，
我国推出的首个以活体为标的的交易
品种。为何推出生猪期货？大商所相关
负责人认为，生猪期货上市后，同玉
米、豆粕等期货期权一起，形成了从主
要饲料原料的种植、加工到养殖等相
对完整的产业链条风险管理体系，生
猪养殖企业、屠宰加工企业、猪肉贸易
商等生猪产业各类主体可以利用期货
工具规避现货价格波动的风险。同时，
生猪期货有利于养殖企业优化资源配
置、合理控制养殖规模。政府部门也可
以依据期货市场价格信号把握生猪市
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趋势，从而更加有
针对性地制定宏观调控政策。

河南省出栏量位居全国第一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生猪出栏量

及猪肉消费量占全球的比重均在50%
以上。2019年，我国生猪出栏逾5.4亿
头，猪肉产量逾4200万吨，由于近期
价格上涨，市场规模已由正常年份的
近万亿元上升为近2万亿元。

在全国各省之中，河南生猪养殖
规模最大。农业农村部官网显示，2020
年一季度末，全国生猪存栏32120万
头，较上年四季度末增长3.5%。其中，
河南省生猪存栏3303万头，位居全国
第一，四川、湖南紧随其后。同时，河南
还拥有生猪龙头牧原股份。值得一提
的是，上年牧原股份销售生猪1811.5
万头，位居全国第一，其次是温氏股
份，销售954万头。

有投资者称，生猪期货上市后，头
部猪企或将成为最大受益者，“像牧原
股份和温氏股份等头部猪企，养殖规
模和技术都比较成熟，对接期货市场
也比较得心应手，期货对于他们来说
是多了一个销售渠道和一个价值管理
工具。”银河期货人士告诉大河报·大

河财立方记者：“由于生猪期货规模门
槛和技术门槛较高，一定程度上将加
速小型养殖户的退出，有利于生猪业
向规模化、规范化发展。”

期货合约、猪肉股双双下跌

值得注意的是，在生猪期货上市
前几日，以牧原股份为龙头的猪肉概
念股集体大涨，牧原股份一度收获两
个涨停板，总市值超3000亿元。不过，
生猪期货上市首日，金新农、正邦科
技、新五丰等跌逾5%。与此同时，生猪
期货上市首日遭资金做空，截至收盘，
生猪主力合约跌 12.61%，报 26810
元/吨。

对此，国泰君安期货人士认为，中
长期看，目前猪价处于历史高位，随着
生猪产能的恢复，生猪价格下跌是大
势所趋，对于趋势交易者而言，这是非
常难得的做空机会。

生猪期货1月8日在大商所上市
河南生猪出栏量位居全国第一，谁将是最大受益者？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徐兵

“二师兄”终于跑进期货市场。1月8日，中国首个活体交割的期货品种——生猪期货正式在大商所上市。
生猪期货上市首日遭资金做空，截至收盘，生猪主力合约跌12.61%，报26810元/吨。A股市场方面，养

猪板块集体下挫，金新农、正邦科技、新五丰等跌逾5%。
为什么要推出生猪期货？谁将是最大受益者？

本报讯 元旦假期刚过，中国女排
的姑娘们又开始了新一年的备战，在
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正式开启了球队
2021年的首期集训。

本次集训，中国女排将针对东京
奥运会的主要对手。考虑到国际赛事
短时间内难以恢复的情况，中国女排
在本次集训过程中还计划寻找合适的
男排队伍进行模拟对抗演练。

郎平指导将带领中国女排继续备
战，而在2021年的首期19人集训队
伍中，也出现了新面孔。

对于在刚刚结束的联赛中卫冕成
功的朱婷来说，近日也有一个大大的

好消息传来，国际排联评选的过去十
年百大球星发布，继二传手丁霞之后，
中国女排现任队长朱婷也成功上榜。
对于朱婷的评价，国际排联官网发文
的标题是“中国女排的指路明灯”。

国际排联此次发布的文章中写
道：东京奥运会在即，朱婷从未停下向
伟大迈进的脚步，一切都是为了奥运
会，不管是在比赛还是在训练中。朱
婷在 2020 年拿到了两个联赛冠军
（2019-2020和2020-2021赛季中国
女排超级联赛），并成功荣膺“最有价
值球员（MVP）”称号，其个人获得“最
有价值球员”奖项总数达到了15个。

朱婷入选过去十年百大球星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王小娟

1月8日上午，河南福彩举行“福
彩快乐8试点销售启动仪式”，即日起，
福彩快乐8正式亮相河南彩市。河南
省财政厅、省审计厅、省民政厅以及省
福彩中心领导班子、福彩业主代表等
参加了仪式。

据悉，福彩快乐8游戏是一款全国
联合销售、统一奖池、统一开奖的福利
彩票主力游戏，每天开奖一次。彩民
可从1至80共80个号码中任意选择1
至10个号码进行投注，每注金额2元，
包括“选一”到“选十”10种玩法。每个
玩法设有不同的奖级，对应不同金额
奖金。其中，“选十”玩法，最高奖金可
达500万元；“选十”“选九”“选八”“选
七”玩法中，若投注号码与开奖号码全
不同，也能获得2元奖金。

昨天起，福彩快乐8正式上市河南
每天开奖一次，最高奖金可达500万元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张琛星

附：2021中国女排首期集训名单
北 京：刘晓彤
天 津：姚 迪、李盈莹、王媛媛
辽 宁：丁 霞、颜 妮、胡铭媛、

刘晏含
上 海：高 意
江 苏：张常宁、龚翔宇、刁琳

宇、倪非凡
福 建：林 莉
山 东：王梦洁、杨涵玉
河 南：朱 婷
广 东：栗 垚
重 庆：袁心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