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悦 通讯员 薛明
瑞）11月26日晚，中国自由搏击冠军联
赛决赛在广东东莞体育馆举行。经过
激烈比拼，来自登封塔沟武校的功夫小
子取得骄人战绩，共收获3条金腰带和
4个第二名。

中国自由搏击冠军联赛决赛共设有
60公斤级、63.5公斤级、67公斤级、71公
斤级、75公斤级五个级别，只有在今年
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上取得前八名的队
员才有资格参加。最终，塔沟武校功夫
班的学员唐尧、张万鑫和李迎港凭借出
色的发挥，分别夺得60公斤级、67公斤
级、71公斤级三个级别的金腰带，也成

为中国武协第一次颁发的金腰带得主。
据介绍，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

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共同主办的
“FF信赢天下”世界格斗冠军联赛今年
是首次举办，其包括中国自由搏击职业
联赛和世界格斗冠军联赛。在一年时间
里，冠军联赛已经在深圳、南宁、汉中、珠
海等地，举办了六场高质量、高水平的国
际级别搏击赛事。12月 17日，FF格斗
联赛年终总决赛将在广东湛江举行，中
国赛区5位金腰带得主届时将对阵世界
赛区5位金腰带得主，唐尧、张万鑫、李
迎港将和国际联赛组的金腰带得主一决
高下，决出五个级别的年度总冠军。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2016~2017赛
季中国女子及男子排球联赛分别于26
日、27日展开第七轮的较量，河南天冠
男排主场 3∶2 战胜浙江队，取得三连
胜。河南奥瑞克电梯女排则在客场不
敌福建队，遭遇两连败。

本赛季第三轮，河南男排曾以1∶3
饮恨浙江客场，但当时输球有个“特殊
原因”——球队核心崔建军首局比赛被
对方拦网队员戳中眼睛，严重拖累了状
态、影响了全队士气。27日晚河南男排
坐镇主场再战浙江队，虽然上来就丢了
首局，局分也一度1∶2落后，但顽强的河
南男排凭借超越对手的攻击力和关键分
把握能力，连扳两局拿下比赛，取得联

赛三连胜，五局比分为：19∶25、25∶22、
20∶25、25∶14、15∶11。此前的第五轮、
第六轮，河南男排分别战胜了山东队和
天津队，比分均为 3∶2。连续“五局作
战”，对球员的体力是极大考验，主教练
梁杰赛后都说：“队员有些疲态，特别是
崔建军，身体调整不够，动作有点僵。”

七轮战罢，河南男排5胜 2负积12
分排在第Ⅱ组 6支球队的第二位。12
月 4日，河南男排将客场再战7轮全胜
目前排名第一的北京队。双方首度交
手，河南男排主场0∶3告负。

女排联赛这边，河南女排在福建客
场1∶3告负之后，目前七轮战罢仅以1
胜6负的战绩排在小组最后一位。⑥11

11 月 23 日 晚 ，体 彩 大 乐 透 第
16138期开出2注头奖。体彩大乐透第
16138期前区开出奖号“12、13、16、29、
35”，后区开出奖号“ 05、11”。

数据显示，当期1000万元头奖出自
山西省晋中市，中奖者仅投注了1注单
式号码，凭借2元钱的投入，捧得1000
万元奖金。而1600万元追加头奖，则出
自四川省成都市，中奖彩票同样是单式
票，票面上也只有2注号码，追加投注之
下，该幸运儿凭借 6 元的投入，就把

1600万元奖金揽入腰包。16138期开
奖过后，体彩大乐透奖池攀升到 38.26
亿元，再度刷新了历史纪录。(王伟)

中国自由搏击冠军联赛

少林小子勇夺三条金腰带

河南男排联赛三连胜

大乐透奖池再创新高

本报讯（记者 李悦）11月 28日
上午，河南省足球协会第四届代表大
会在郑州召开，在当前足球改革的大
背景下，本次会议也为未来河南足球
如何发展定下了“基调”。

在本次会议上，河南省足协除了
回顾过去 5年的工作外，也对未来 5
年河南足球的工作进行了安排，并且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足协领导班子和
相关委员。从会议情况看，虽然河南
足协并没有一步到位实现《中国足球

改革总体方案》中要求的和体育行
政部门“脱钩”，但基于河南足球现
状，经过广泛征求意见之后所做出
的决定，同样也迈出了坚定改革的
第一步。按照省足协制定的改革时
间表，河南足协将利用两到三年的
时间，进行平稳过渡，最终完全实现

“去行政化”。
经过与会代表表决，何黎东连

任河南省足协主席，宁建华、省教育
厅体卫处处长郭蔚蔚、省球类中心

主任李激扬、党委书记袁军等 8 人
担任副主席；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
主任助理范运杰、省女足一线队主
教练门文峰等 11人担任执委；李激
扬兼任秘书长，河南足球事业发展
基金会理事长杨楠在担任副主席的
同时兼任常务副秘书长，上一届的
三位副秘书长邓君霞、徐继春、杨炎
柱也均获连任。

相比上一届足协的领导班子，
多位体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已经卸

任。在 8 位副主席中，来自“体制
外”的人士占了半数：除了杨楠外，
还有来自河南建业的胡冰、河南徽
商的李琳以及少林足球基地所在地
塔沟教育集团的副董事长刘海科，
尤其是杨楠在担任副主席的同时，
还要兼任承担具体工作的常务副秘
书长。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力量在
本届足协的比重得到进一步加强，
河南足球“去行政化”的第一步还是
相当有力的。⑥9

省足协将用两到三年完成“去行政化”

河南足球迈出改革第一步

11月 20日，安阳市北关区首届“区长杯”校园足球
联赛落下帷幕。来自北关区区属学校的14支女子足球
队和18支男子足球队角逐绿茵赛场，最终，安阳桥小学
男、女足球队双双折桂。

作为2015年8月命名的全国首批、安阳市北关区第
一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安阳桥小学在推广
普及校园足球，构建校园足球文化方面进行了大量开拓
性的尝试，开课、开赛、开训已形成体系，校园足球运动在
桥小已成蓬勃发展之势。

走进安阳桥小学，一股蓬勃的朝气扑面而来，足球
运动的发展，使这所与共和国同龄的学校焕发着强大
的生机与活力。从操场到教室，从楼道到校园，从课内
到课外，无论在哪里，你都会见证桥小师生在足球文化
熏陶下活力四射的精神面貌。这里，汇聚着学校领导
以“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为契机推动素质教育的智慧，
凝聚着教师们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执著信念，充盈着
全体师生对足球运动的火样热情，洋溢着师生们品尝
足球运动成果的欢笑。

“育人无墙 处处课
堂”，这是安阳桥小学所秉
持的格言。发展校园足球
特色，培养学生足球特长，
以体育德，健康成长，以体
育智，全面发展，是安阳桥
小学树立学校品牌、推进
素质教育的道路。在这条
路上，他们正阔步前行。

（校足办）

本报讯（记者 黄晖）11月
26日晚，WCBA第二阶段前后
6名分组赛展开第四轮角逐，
河南伊川农商银行女篮客场
以75∶74，1分险胜广东女篮。
至此，河南女篮在WCBA第二
阶段的比赛中已经取得了3胜
1负的战绩，先后战胜了卫冕冠
军北京队、第一阶段北区头名
山西队，只是在第三轮不敌沈
部队，黑马成色不减。而为河
南队本赛季的亮眼表现立下大

功的奥胡米克、孙杰、黄品蓁，
也进入了刚刚开始的2017年
WCBA全明星赛票选名单。

将于2017年1月21日在
大庆市体育馆进行的WCBA
全明星赛，仍将采用南北明星
对抗赛的形式，投票球迷可同
时从南、北区候选名单中各挑
选五名球员（一名中锋、两名
前锋、两名后卫），作为南、北
方队首发球员，每队五名球员
中最多两名外籍球员。河南

入选的三名球员中，奥胡米克
目前已经以 437 分升至得分
榜次席，来自中华台北的黄品
蓁以77次助攻排在助攻榜榜
首，本土球员孙杰以 33记三
分球排在三分榜第三位。

本次投票的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1 月 6 日，河南球迷
们 ，赶 紧 去 投 票（http://
cbachina.sports.sohu.com/
s2016/0802/s474181060/），
为河南女篮加油！⑥11

这所小学不简单

投票投票，，为河南女篮加油为河南女篮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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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南十佳智慧管理卓越企业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铁七局集团郑州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七局集团海外有限公司
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贸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万安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郑州中核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五方合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方大建设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中核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中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河南建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宏业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天隆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创达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大象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0月 25日，由河南日报社联合河南工
程建设协会、河南省勘测设计协会、河南省
建设监理协会、河南省城市科学研究会、郑
州大学校友总会建筑行业分会等单位，共同
举办的“工匠精神 光耀中原”河南省建设行
业优秀单位、人物推选活动正式启动。

消息在当日的河南日报刊登后即在全
省建设行业内引起了广泛关注，报名电话接
连不断，前来送材料的个人和企业络绎不
绝。截至目前，活动组委会共收到个人和企
业申报材料200多份，经过各方专家的初步
评审，入围的候选企业和个人名单已经初步
确定（见下表）。

今年年初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培育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并以此鼓励企业以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来实现提品质、创品牌的目
标。本次活动旨在响应政府号召和时代呼
唤，通过推选一批在建设领域坚守“工匠精
神”、具有创新精神的大师和企业，通过提升
这些建造（设计）技术人才和优秀企业在行
业内的竞争力和品牌影响，最终推动建造
（设计）行业的发展，为行业增添正能量。

接下来，活动进入投票阶段，各家候选
企业形象如何推广，各位大师的工匠精神如
何展示，如何让更多人给自己投出神圣一
票，相信参评者和参评企业会运用公示机遇
各展风采，取得社会各界的充分了解和认

知。随着投票工作的深入进行，一批不负众
望的优秀企业、品牌公司一定能脱颖而出，
各位工匠大师和优秀企业的先进事迹及品
牌也必能更加深入人心。

感谢辛勤的建设者，你们一代代薪火传
承，一代代默默坚守，才使匠人精神发扬光
大，才使“筑梦中国，强我中原”梦想成真！
感谢我们的专家和读者，经过你们严苛把关
投出的每一票，帮我们遴选出最具代表性、
最具影响力、最具行业感召力、最具工匠精
神的优秀企业和个人，你的选票承载了这项
桂冠的关键含金量，是对“工匠精神”的最高
褒奖。

最终的桂冠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奖项设置
凡参与投票即可有机会获取以下奖品：
一等奖：3名 价值2000元杨记烧坊酒
二等奖：5名 价值1000元杨记烧坊酒
三等奖：10名 价值500元杨记烧坊酒
投票方式
（1） 网 络 投 票 ，可 登 录 http://

2016js.61966.com进行投票，同时也可以扫描
文件、报纸上的二维码进行投票。

（2）报纸投票，投票人将报纸选票复印
后来函（来函请寄：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河
南日报报业大厦 1816室，邮编：450008，注
明“工匠精神 光耀中原”字样）。

你的参与和关注至关重要——

河南建造河南建造（（设计设计））大师正式开评大师正式开评

三、河南十大工程建造大师

中铁七局集团郑州工程有限公司 于小四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雒加岩
中建八局第一工程公司 何 伟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郭文胜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黄延铮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翟国政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张海东
河南方大建设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赵军生
天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杨晓俊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马发现
郑州中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袁文宏
郑州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汪红卫
河南建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李 彪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李智高
河南创达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杨明宇
河南高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高建学

候选入围名单 (排名不分主次)

四、河南十大工程设计大师

机械工业第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万叶青
河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蔡黎明
河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杨 武
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于秋波
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常兴文
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汤 意
洛阳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闫跃军
洛阳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有才
河南五方合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白姝君
河南五方合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陈先志
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 娄金旗
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高 英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牛 飚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胡 敏
煤炭工业郑州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杨 彬
煤炭工业郑州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李 明
核工业第五研究设计院 沈 浩
核工业第五研究设计院 郭 磊

二、河南十佳科技创新企业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七局集团郑州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七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机械工业第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
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煤炭工业郑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洛阳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郑州中核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河南方大建设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天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黄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参选中如发现有刷票等不

公平竞争行为，将取消其资格

咨询电话：0371—65796178 1352666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