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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大乐透 5 亿派奖首期送惊
喜。4月19日晚，体彩大乐透第17044
期开奖，全国中出2注头奖，在5亿元大
派奖活动背景下，基本头奖单注奖金高
达1384万多元，而其中1注追加头奖单
注总奖金更是高达2215万多元。

当期全国中出了2注一等奖，基本
头奖和追加头奖各占了1注，追加头奖
落在河南鹤壁，中奖彩票是一张5注号
码追加投注的单式票，投注额15元，其
中1注中得2215万多元追加头奖。当

期基本头奖则出自河南郑州。
体彩大乐透5亿元派奖活动，在连

续 20期每期注入 1000万元用于一等
奖派发之余，还有高达3亿元用于固定
奖 四/五/六
等奖的追加
投注派奖，提
醒广大彩友
不要错过了
投注机会。

(王伟)

4月18日，2017年三门峡市职工全民健身——绿色骑行·健步走主题活动启动，
来自全市的5000余名职工、志愿者和健身爱好者参与。这次活动旨在倡导科学健身
的理念，推荐实用的健身方式，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健身活动。本报通讯员 范艳龙 摄

本报讯（记者 李悦）4 月 20 日
晚，第十三届全运会武术散打预赛在
焦作市太极体育中心落下帷幕。作
为东道主的河南散打队在本次比赛
中收获颇丰，5个项目的较量总共夺
得 2金 2银，4个项目 10名队员获得
了9月份在天津举行的第十三届武术
散打决赛的参赛资格。

本次全运会的武术散打预赛是
于4月14日开战的，设有女子小团体
（52公斤级、60公斤级、70公斤级）、
男子小团体（56公斤级、65公斤级、
70 公斤级、80 公斤级、90 以上公斤

级）以及男子个人60公斤级、75公斤
级、90公斤级共五枚金牌。根据规
定，在预赛中取得各项目前十二名的
选手，才有资格参加在天津举行的全
运会散打决赛。

作为我省的传统优势项目，以塔
沟武校为代表的河南省男女散打队
从全国十运会开始，12年来总共为河
南在武术散打项目上夺得了4金3银
和 2铜。本届全运会，河南省体育局
给散打队下达了力争金牌的艰巨任
务，对此，散打队的总教练刘海科也
是丝毫不敢懈怠，从去年10月份开始

就进入了紧张的备战。
大半年的艰辛备战最终也换来了

应有的收获，在4月20晚的决赛之夜，
5个项目中河南散打队除了男子90公
斤级之外，其余项目均闯入了最终的
决战。不过河南队决赛中的对手也绝
非泛泛之辈，无论陕西、山东还是安徽
都有着很强的竞争实力。经过一番较
量，河南散打队在女子小团体和男子
个人60公斤级笑到了最后，在男子小
团体以及男子个人75公斤级上输给
了山东和陕西，不过2金2银的成绩，
也足以让他们自豪了，至于男子个人

90公斤级的金牌则被福建选手获得。
预赛初步达到赛前的目标后，河

南省散打队总教练、少林塔沟教育集
团副董事长刘海科对队员们的表现
也表示了满意。不过通过本次比赛，
刘海科也发现了队伍中存在的一些
问题，尤其是男子个人90公斤级连前
12名都没进，这都需要队伍在接下来
好好总结一下。刘海科表示，下一步
散打队要继续加强训练，争取弥补技
术细节和战术安排上的不足，力争在
下半年的全运会决赛中取得优异成
绩，为河南赢得更多的荣誉。⑥9

本报讯（记者 李悦）连续不胜的河
南建业，将在4月 23日北上吉林，挑战
如今的联赛“副班长”长春亚泰，但亚泰
在建业面前可算不上“软柿子”，没准还
会爆发出比以往更强的战斗力，打建业
个措手不及。

联赛五轮过后，长春亚泰的韩国籍
教练李章洙成为今年中超“下课”的第
一人，虽然目前亚泰俱乐部还没有正式
对外公布，但据说他们已经火速签下了
少壮派教练斯塔诺。实际上，这位塞尔
维亚人也有着丰富的“救火”经验，2012
年他就曾临时接手当时排名垫底的大
连阿尔滨队，结果在斯塔诺的率领下，

赛季结束后大连阿尔滨居然获得了联
赛第五名。不过，斯塔诺即将面临的是
更为严峻的保级形势，除了士气低落
外，严重的伤病是长春亚泰的最大困
扰，尤其是上一轮殷亚吉和伊哈洛的双
双受伤离场，使球队的实力大打折扣。

建业此番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伤
病满营又动荡不堪的对手，不过在长春
这块地界，建业却总有着出乎意料的表
现。近两年来，无论球队此前战绩如何，
队伍是否处在最佳状态，但只要一到长
春，队员们在场上都如梦游，假如周末
的比赛他们依然梦游的话，没准“副班
长”的位置会轮到建业去坐一坐。⑥9

客场约战亚泰 建业须防“困兽”

大乐透5亿派奖送惊喜

全运会武术散打预赛落幕

河南选手收获颇丰

本报讯（记者 黄晖）4月 20日，郑州国
际女子网球公开赛在中原网球中心结束了
第二轮争夺，女单八强全部产生，其中包括
彭帅、王蔷、段莹莹、刘方舟、郑赛赛五朵中
国金花。

赛会头号种子彭帅在第二轮比赛中延
续了首轮中的良好状态，面对排名二百开
外的日本球员泽柳璃子，基本没有费太多
手脚，一路占优并在浪费了一个赛点之后，
毫无悬念地以6∶1、6∶4拿下比赛。今天下
午，彭帅将在中原网球中心中央球场，与前
哈萨克斯坦一姐迪亚斯争夺半决赛权，迪
亚斯曾一度排名世界第31位，本赛季伤愈
复出后状态回升，首轮就以2∶0横扫中国选
手韩馨蕴。

三号种子段莹莹下一轮的对手，是韩
国球员蒋苏晶，后者在与日本球员奈良久
留美的比赛中收到了对手的退赛大礼，跻
身八强；五号种子郑赛赛下一轮将与四号
种子、日本球员日比野菜绪争夺四强席
位。四场八进四大战中唯一一场中国金花
之间的争夺，将在二号种子王蔷和八号种
子刘方舟之间展开。⑥11

本报讯（记者 黄晖）记者昨日
从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获悉，
2017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暨第十
三届全运会预选赛 18日在浙江江
山结束，河南力士表现不俗，拿到4
张进军天津全运会决赛阶段比赛
的门票。

本次比赛为期 4天，共有全国
29支代表队的257名运动员参加8
个级别的角逐，各级别总成绩前16
名的运动员，才有资格参加天津全
运会决赛阶段的比赛。5名现役举
重奥运冠军石智勇、龙清泉、吕小
军、廖辉、林清峰都将现身赛场，为
全运会资格而战，争夺异常激烈，
里约奥运会银牌获得者田涛还在
本届赛会上打破了全国纪录。

河南省男子举重队此番共派
出8人参赛，最终张珂、常学闯获得
85公斤级出线资格，王俊豪、张振
笔分别在105公斤和105公斤以上
级两个级别获得出线资格。

全运会男子举重资格赛

河南四力士
夺得入场券

WTA郑州女子网球公开赛

五朵中国金花闯进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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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朱西岭

4月18日～19日，来自河南省酒业协会、
河南省糖酒食品流通协会的领导，全国各地的
近百名记者，齐聚在杜康酒的家乡——洛阳市
及汝阳县杜康村，游览国花园、造访杜康造酒
遗址公园、祭拜酒祖杜康、参观酿酒车间、探秘
华夏第一窖，随后又参与了厂家组织的“我为
杜康代言”活动，并和杜康控股中国白酒大师
张献敏展开了精彩对话！短短一天半的行程，

“生态杜康”让大家过目难忘……

■杜康邀约，百家媒体聚汝阳

4月18日下午，“千眼看杜康”2017全国
媒体生态杜康探秘之旅正式开启，此时正值
国花牡丹竞相怒放，采访团一抵达洛阳就被
主办方杜康控股的工作人员带到了“中国国
花园”，尽情饱览了国花牡丹的风采！

19日，采访团一大早就来到了汝阳县杜
康村——酒祖杜康当年造酒的地方，先后造
访杜康仙庄、杜康造酒遗址公园，随后又沿着
曲折幽深的回廊来到了杜康祠，举行了庄重
肃穆的祭拜酒祖仪式，在导游的讲解下详细
聆听了杜康河、杜康酒泉的故事，了解了
4000多年前杜康在这里酿造秫酒的优美传
说！一夕之间仿佛穿越了千年……

上午10时，采访团一行嗅着酒香参观了
杜康控股汝阳酒厂的酿酒车间，感兴趣的人
还掂起铁锨体验了一把装甑工的感觉；离开
酿酒车间，大家又来到了有“华夏第一窖”美
誉的杜康地下酒窖，这里酒坛、酒罐、酒海林
立，其间还穿插布满了与杜康酒有关的历史
故事，有复原的考古遗址、周平王册封杜康酒
的人物塑像、曹操歌颂杜康酒的短歌行诗句
等，大家一边参观、一边品酒，好不惬意！行
至酒窖出口处的多媒体室，这里的橱窗里摆
满了杜康系列产品，大屏幕持续播放的宣传

片，让大家进一步加深了对杜康酒历史、文化
的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的河南日报网红直
播、东方今报猛犸直播，给活动增添了新的传
播元素，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赢得了大家
的一致认可。

■激情释放，记者编辑争“代言”

参观完毕，大家来到了办公楼门前的广
场上，这里早已经竖起了一面喷绘制作的精
美文化墙，墙上“‘千眼看杜康’2017全国媒体
生态杜康探秘之旅”的logo以及“我为杜康代
言”的大字异常醒目！这也是公司为了和记
者朋友们亲密互动，精心设计的一个环节。

有了前面对杜康历史、文化的详尽了解
及对杜康酿酒车间、地下酒窖的实地探访，大
家此时已对杜康酒产生了深深的感情，纷纷
从公司提供的酒祖杜康、杜康一号、杜2、杜康
一斤半等产品中，挑选自己喜爱的产品当作

代言对象，而后站在文化墙前，摆出pose，任
由摄影、摄像记者的镜头拍摄。工作人员介
绍说，幸运的代言者还可获得公司送上的神
秘礼物。闻听此言，更加点燃了大家的激情，
争着上前抱着产品合影，不少美女、帅哥更是
拍了一张又一张，似乎不拿第一决不罢休。

据了解，酒祖杜康、杜康一号、杜2、杜康
一斤半目前都是杜康卖的很火的产品，尤其
是酒祖杜康系列和杜康一号，不仅是中原地
区政务、商务消费的主打产品，还走出河南赢
得了全国白酒消费者的青睐！

■看好杜康，座谈会上齐建言

4月19日中午11时，结束了参观行程，采
访团一行汇聚在公司办公楼6楼会议室，在河
南省酒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蒋辉的主持下，
举行了“2017生态杜康探秘之旅启动仪式暨
全国媒体座谈会”。蒋辉首先简单介绍了杜
康目前的发展状况，而后提出本次座谈会的

议题——如何将杜康控股的厚重历史、一流品
质、现代化的生态工业园、丰富的文化元素进
行有效传播。让大家各抒己见，支招、提建议。

《中外酒业》的张志刚主编认为，杜康控股
目前在生态建设方面已经做得很到位，比如酿
酒所用的水，水质优良，不仅滋养了附近长寿
村的村民，还是对虾、双黄蛋的诞生水源地；酿
酒所用的是有机高粱等，都需要通过传播告知
给消费者；《中国搜索》的王娜总监认为，豫酒
普遍在文化挖掘方面做得不够好，建议杜康
借鉴汾酒的做法，多借助艺术形式反映企业
的发展，借助网络直播、网红直播等现代传播
方式，培育新一代消费者；来自《新食品》杂志
和《郑州日报》的周新谟和王见宾两位资深媒
体人，则建议杜康控股加大工业旅游项目建
设，把游客请进来，既能宣传企业，也可以把
产品变成旅游产品、特色商品，既能增加产品
销售也能通过游客口碑传播提升美誉度！河
南日报名酒专刊主任申明贵，从企业整体传播
角度，对本次活动的效果进行了总结，并就杜
康不同产品如何进行针对性宣传提出了建议，
为后续活动的开展指明了方向。

同时，河南省糖酒食品流通协会副会长
彭希安，从振兴豫酒、复兴杜康品牌的战略角
度，对杜康提出了殷切期望，同时建议公司借
力发展做好经营，借助现代化运营和营销手
段做好市场等。

最后，杜康控股销售公司副总经理柳向
阳介绍了杜康控股这次“生态杜康探秘之旅”
的具体设想和安排，表示今后将持续把这项
活动开展下去，分批组织社会各个层面的人
士走近杜康，了解杜康文化，体验杜康工匠精
神，从而拉动杜康酒的整体市场销售，让更多
的人成为杜康酒的忠实粉丝。

座谈会最后，在杜康控股品牌部总监
韦伟的主持下，蒋辉、彭希安、柳向阳、申明贵
等嘉宾一起手按启动球，正式启动了本次

“2017生态杜康探秘之旅”活动！

百媒“千眼”齐聚 点赞生态杜康
——“千眼看杜康”2017全国媒体生态杜康探秘之旅侧记

“对话大师”，是当天活动的重要环节，大家
围绕“生态杜康”的话题，与来自杜康控股的国
家级白酒评委、中国白酒大师张献敏进行了一
番精彩对话。

有记者问，杜康几年前成立了“白酒工程研
究院”，请问截至目前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张献
敏回答说：“2013年3月2日，中国第一家白酒工
程研究院落户杜康，几年来公司先后与中国酒业
协会、江南大学等展开合作，聘请了沈怡方、梁邦
昌、赖登燡、徐岩等一大批业内专家参与或指导
公司科研，目前在新的生产工艺方面已经有了不
少成果，并且建立了复合香酿造车间，一款定位
中高端的新产品会根据计划推向市场。”

“生态杜康”是本次活动的主题之一，对话中
“生态杜康”概念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张献敏
介绍：“杜康早在2014年就获得了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中国白酒唯一生态原产
地保护产品’证书，此后便开始打造‘生态杜康’
概念，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水源地生态
好。方圆百里无污染。二是环境生态好。制曲、
酿造环境一流，窖池均采用自然养窖方法，始终
处于最佳状态。三是原料生态好。酿酒用的小
麦、高粱都是有机产品，绿色无污染，而且营养价
值高。”

日前，中国酒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宋书
玉指出，“健康白酒”是个伪命题，因为白酒本身
就是健康的。有记者问张献敏对此有何看法。
张献敏说：“我完全认同宋书玉秘书长的说法，因
为白酒本身是粮食酿造的产品，本身是健康的，
所不同的是需要适量饮用，只要适量饮用对人体
是完全有益的。至于怎么才能适量，得根据每个
人的体质来区别，因人而异，自己把握。”

最后，有记者提出，几年前王立群教授在参
加杜康封坛活动时提出：杜康是中国白酒的旗
帜，所有杜康人都是旗手！问张献敏对此有何
感想。张献敏诚恳地说：“我感觉责任重大。这
句话时刻提醒着我们杜康人，要时时刻刻勤恳
工作，坚守‘工匠精神’，一生一世把酿酒这件事
做好、做到极致，才能不辜负‘旗手’的责任！”

生态杜康
品质至上

对话大师

——访中国白酒大师、洛阳杜康控股公司总工张献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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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游杜康”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