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河南省校园足球“省长杯”
已闭幕，“省长杯”校园足球联赛已举办
至第三届，总体而言，有五大亮点——

河南省足球史上最大规模赛事。
2017年“省长杯”参赛队伍近160支，
是河南足球史上最大规模的赛事。

校园足球发展日趋均衡。众所周
知，郑州市与洛阳市有悠久的足球历
史，但比赛结果显示各地市的校园足
球都在力求突破，正逐步打破郑州、洛
阳两家独大的垄断之势。

足球竞技水平显著提升。短短数

年的发展，河南省校园足球已完成了
基础的普及工作，日趋专业化、高水准
化，绿茵场上，少年高手比比皆是。

突出“育人为本，重在普及”的校
园足球理念。“省长杯”一直秉持“育人
为本，重在普及”的校园足球理念，旨
在把“省长杯”比赛的平台、打造成育
人的平台。

启用河南省校园足球管理平台进
行统筹管理及配套 APP现场直播。
本届“省长杯”足球联赛首次启用了河
南省校园足球管理平台进行报名程

序，同时，管理平台配套APP开通了赛
事直播平台。（校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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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L十四轮

河南双雄双告捷
全运会射击（飞碟项目）落下帷幕

最后一金 花落山东
本报讯（记者 黄晖）2017全国

男篮联赛（NBL）7月 26日晚开战第
十四轮，河南两支NBL球队双双告
捷——备战充分的洛阳金星男篮以
135∶123 主场击败卫冕冠军安徽
队，令对手本周的河南之行以两连
败收场；河南赊店老酒男篮客场胜
重庆，豪取九连胜。

洛阳男篮主场迎战安徽队的比
赛是双方本赛季揭幕战之后的再度
交手，上一次洛阳男篮在领先三节
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123∶138 饮
恨客场。本场比赛，休战一轮的史
密斯、乔文瀚等主力满血回归，虽
然缠斗胶着，但洛阳男篮始终保持
领先，并以 54∶48 领先结束上半
场。下半场安徽队状态回勇，开场
打出一波 15∶4的高潮后迅速反超
了比分。眼看“客场悲剧”要重演，
洛阳男篮本赛季屡建奇功的“妖
星”史密斯挺身而出，抢断扣篮、
连突带罚拿下 9分，压制了安徽队
的反扑势头，替洛阳男篮夺回领

先优势。随后，“打疯了”的洛阳男
篮还一度将分差拉大到21分，最终
135∶123掀翻卫冕冠军。上轮比赛
被少帅霍楠雪藏以利备战的史密
斯，本场投中6记三分球、砍下赛季
第二高的 76 分，依然是 NBL 赛场
上表现最抢眼的“妖星”。目前在
球员得分榜上，少赛一轮的史密斯
已领先第二名200分之多。而两连
胜的洛阳男篮，排名也由第六升至
第五。

一年前的此时，安徽队还在
NBL2016赛季里以一波 16连胜傲
视群雄，直奔总冠军而去。谁能想
到，本赛季请名帅引强援志在卫冕
的安徽队，在常规赛过半时仅名列
第七，NBL新赛季竞争之激烈，由此
可见一斑。

本轮另一场比赛，上轮主场战
胜卫冕冠军的河南男篮做客山城，
不出意外地以121∶115击败目前排
名第九的重庆队，九连胜的同时，稳
居积分榜榜首。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7月 28日，
第 19轮中超联赛将率先在航海体
育场打响，坐镇主场的河南建业将
迎来北京国安的挑战，面对已经三
连胜的对手，建业上下也是丝毫不
怯，一心想在航体送给国安新帅上
任后的首败。

在德国人施密特上任后，北京
国安确实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联
赛的一波三连胜，让国安的联赛排
名扶摇直上，被其斩于马下的也不
乏广州恒大以及上海申花等传统强
队。施密特带来的“高位逼抢”战
术，是国安战绩大幅上升的主要原
因，依靠对对手的持续性压迫，国安
不仅在进球数据上有了提升，而且
也弥补了原本糟糕的后防漏洞。

不过，要说“高位逼抢”有多先

进，就有点言过其实了。实际上，对
于建业来说，这种战术他们一点也不
陌生，毕竟在“贾秀全时代”，前场逼
抢就是建业的拿手好戏，而这种强调
积极主动的战术，好处显而易见，但
它对体能也有着很高的要求，贾秀全
执教建业时喜欢用年轻球员，很大一
部分原因就在于年轻人能跑能抢，但
即便如此，有时比赛的下半场建业还
会出现体能不济的情况。

从目前建业的战术来说，喜欢稳
守本方半场的“亚森套路”，还是与国
安的“高位逼抢”有些相克。毕竟在
体能上，更加年轻的建业要比国安更
能跑更能抢，而国安一旦大举压上，
就正好给了建业快马巴索戈冲刺的
空间，比起速度，相信国安的后卫们，
没一个能追得上喀麦隆人。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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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运会风云

本报讯（记者 李悦）7月 27日，第
十三届全运会射击（飞碟项目）的比赛
在我省宜阳县的凤凰岭射击、射箭训练
基地落下帷幕。在最后一项男子飞碟
双向的比赛中，山东选手唐帅通过8枪
的加赛，最终才以一靶的优势力压上海
选手金迪获得冠军，这也是山东队在本
次比赛获得的第二枚金牌，我省的小将
靳欣则获得了该项目的第7名。

资格赛排在第四、第五的唐帅、金
迪，决赛中的表现都异常出色，6轮60靶
过后两人均以57中不分胜负，最后只能

进行“一靶定胜负”的同分单决。在令人
窒息的气氛中，两人的对决直到第八枪
才见分晓，随着金迪出现脱靶，唐帅才惊
险地拿下了男子飞碟双向的冠军。

至此，本届全运会飞碟项目的金牌
各有归属，河南省射击队这次共有 10
人参加了5个项目的较量，其中4个项
目获得了前8名，杨铱洋更是夺得了男
子飞碟双多向的铜牌。对于队员们所
取得的成绩，省射击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马宇峰还是比较满意的，认为成绩基本
反映了河南在该项目上的真实水平。

“在上个世纪90年代，飞碟项目曾
经是我省的传统强项，张冰、丁红萍都
曾获得过全运会的冠军。但从十运会
开始，我们的飞碟项目就开始沦入低
谷，已经连续12年与奖牌无缘，上一届
全运会更是只得了一个第 8名。”马宇
峰表示，竞技比赛比拼的就是真实水
平，河南的飞碟项目如今正处于重新奋
起的爬坡阶段，能够有3到7名的收获，
也实属不易。

“在这届全运会上，我们进一步认
识到了自己与山东、上海等强队之间的

差距，也理清了下一步的工作思路。”据
马宇峰介绍，接下来河南射击队在飞碟
项目上，将会加大对教练员以及运动员
的培养力度，并完善各级梯队的建设，
争取让我省在该项目上早日走出低谷、
重返辉煌。⑥9

7月 24日，体彩大乐透第17085期
全国开出 7注头奖。其中，6注为 1066
万余元(含 399万余元追加奖金)的追加
投注头奖，分落江西(4注)、江苏和贵州；1
注为 666万余元的基本投注头奖，出自
广东。

当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出号码09、
13、14、25、30，后区开出号码02、05。

数据显示，江西中出的4注1066万
元头奖全部出自上饶一网点，中奖彩票
为一张12元投入的单式倍投追加票，单
票揽奖4266万余元。

江苏中出的 1066万元头奖出自盐
城，中奖彩票为一张8+3复式追加票，单
票擒奖1088万余元。贵州中出的1066
万元头奖出自安顺，中奖彩票为一张2注
6元投入的单式追加票。广东中出的666
万元头奖出自江门，中奖彩票为一张2元
投入的单式票。

当期开奖结束后，奖池滚存 39.65
亿元。 (陈敏）

大乐透开出7注头奖

2017校园足球“省长杯”五大亮点

7月 27日，2017首届“御风杯”
河南省青少年国际足球邀请赛在省体
育中心足球场开幕。本次比赛是由河
南省体育局、河南省教育厅联合主办，
河南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河南省足
球协会、河南中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共同承办，共有德国慕尼黑青少年足
球队、郑州市第三十一中学等八支球
队报名参加。比赛采用单循环赛制，
3天 12场较量都将会在新浪微博进
行直播或录播。 本报记者 李悦 摄

□本报记者 刘海涛

25年前，曾经大年三十还在街头
卖茶叶的他，用自己的名字注册了企
业和商标。他说：“名字是企业，是商
标，也是名片。从此，我们三位一体，
如果人做不好，就是对企业和品牌的
最大伤害。”

25年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
劳动模范”“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
国十大杰出青年农民”……一顶顶桂
冠早已让他的名字闪耀中原；“农业
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全国守
合同重信用企业”“全国青年文明号”

“全国茶产业百强”……一个个荣誉
早已让企业誉满神州；“中国驰名商
标”、2015年在郑州召开的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会议唯一指定
用茶……一项项光环早已让商标和
商品驰名中外。

人如其茶，茶如其人，这就是刘文
新和他的文新信阳毛尖。20多年来，

“文新”积极探索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
的契合点，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
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使党建工作
成为企业看得见的生产力，并带动了
10 多万户、30 多万茶农走上致富之
路。

“非公企业更要筑强政
治堡垒”

2000年，信阳市文新茶叶公司党
支部成立了，这在当时的非公企业还
是一件新鲜事。

“非公企业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基层组织
建设的重要领域，必须建好党支部
这个坚强的政治堡垒。”1996年入党
的刘文新深刻认识到，党组织是企
业发展的战斗堡垒，党员就是群众
心目中的旗帜。多年来，文新公司
始终把建设一支善于学习、勇于创
新的党员队伍作为企业发展的一项
重要工作，每年都根据公司确定的
年度发展战略与目标，召开党、企、
工、团联席会议，确定党建工作目标

和工作计划，确保党组织的工作“融
入企业、服务发展”。

公司党支部制定了支部班子和生
产经营班子交叉任职制度和联席会议
制度，刘文新担任支部书记，副总经理
担任支部副书记和支部委员，使党组
织活动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紧密结合
起来。近年来，党员员工积极建言献
策，被公司采纳的有100多条，为企业
多增加了1000多万元的经济效益。

为扩大党在企业中的影响力，加
强党员队伍建设，支部成员经常找技
术骨干、销售能手谈心，引导有进步愿
望的优秀分子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不
断发展壮大党员队伍。目前，公司已
有 81 名党员，党支部也变成了党总
支，每个茶叶基地、每个生产车间、每
个专卖店都有党员，让普通员工学有
榜样、追有目标。

为了促进党员员工成长成才，刘
文新认真备课、亲自设计教案，每季度
都为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上党课。在
他的带动下，支部成员轮流担任学习
辅导员，组织党员开展“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公司还大力实施“把业务骨
干培养成为党员，把党员培养成为业
务骨干”的“双培”工程，成功发展了
32名业务骨干加入党组织，70%以上
的党员成长为业务骨干。

“党员示范岗代表的是
文新的形象”

找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的结
合点，使党建工作和企业发展拧成
一股绳，形成“融入发展抓党建，抓
好党建促发展”的良性循环，文新公
司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党建创新
之路。

公司党支部成立以来，始终把推
进企业跨越发展作为党建的主攻方
向，结合企业实际，先后提炼出文新公
司“复兴名茶，回报社会”的企业使命、

“勤奋好学，激情实干”的文新精神、
“品牌是文新的发展之道，质量是文新
的立命之本，服务是文新的制胜之法，
创新是文新的活力之源”的经营理念
等，形成一套企业价值观体系，并通过
展板展示、亲自上党课等形式深入宣
传，使企业文化成为凝聚人心、推动发
展的重要力量。

为有效集中公司优势资源，公司
以技术过硬的党员为骨干，组建了“刘
文新劳模创新工作室”，充分发挥党员
干部不怕吃苦、敢于担当的精神，攻坚
克难，先后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项，实
用新型专利8项，河南省科技进步奖1
项。

多年来，公司坚持实行“党员四
公开”制度，即公开党员身份、公开
工作职责、公开党的活动、公开政治
生日，让党员亮明身份，接受群众监
督。

在文新信阳毛尖专卖店，柜台上
最醒目的莫过于“党员柜台”“党员示
范岗”的红色标牌。“党员示范岗代表
的不仅是企业的形象，更是共产党员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引领作用的窗
口。”刘文新说。

文新公司切实把党的宗旨落实到
企业的价值观和员工的行为规范之
中，让党建工作扎根于企业成长的土
壤中，真正成为增强企业竞争力、提高
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推动力。企业每
年推选出的优秀员工中，80%以上是
党员；每年获得创新奖的员工中，半数
以上是党员。公司先后有2名党员员
工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3名党员员
工荣获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4名党员
员工当选为全国及省、市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

2013年 5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来到文新
公司视察时，对文新公司抓党建促企
业发展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高
兴地赞扬道：“好，你们的党建抓得
好。”

“脱贫攻坚是企业义不
容辞的责任”

6月 25日，刘文新带领公司的党
员帮扶队，又一次来到了浉河区浉河
港镇郝家冲村。

这不知道是刘文新第几次来到郝
家冲了。自从去年6月28日文新公司
党总支与郝家冲村党支部就定点扶贫
工作签订《产业扶贫对接协议》以来，
郝家冲就成了刘文新和文新茶叶公司
的牵挂。

郝家冲村是省定贫困村，在此之
前，有46户101名群众尚未脱贫，文新
公司承诺，优先优价收购郝家冲村46
户贫困户自有茶园的茶叶，在保证质量
的情况下，高出市场价10%；不定期围
绕茶叶种植、病虫害防治、毛茶初制加
工等为郝家冲村贫困户提供技术服务；
设立专项助学基金，每年为贫困学子提
供3万元资助；文新公司党员对郝家冲
村贫困户实行一对一帮扶，要求每一个
党员都联系有贫困户，切实解决贫困户
日常生产生活遇到的一些难题。

7月 12日，记者在郝家冲村见到
了村民黄秋香，她家是文新公司帮扶
的贫困户之一。她告诉记者，由于自
己长期患病，三个孩子年幼，又居住在

深山里。在政府和文新公司的帮扶
下，她家不仅搬到山下，住上了120多
平方米的新房，新茶上市季节文新公
司优先高价收购她家的茶叶，仅今年
一季，就增收 2万多元。以往的愁容
和病态，早已远离了黄秋香，取而代之
的是爽朗的笑声和幸福的笑容。

其实，从1992年创业至今，文新公
司就始终把企业发展与茶农发展紧密
结合，始终把带富一方群众作为自己的
责任，坚持走“党支部+公司+基地+农
户+合作社”的发展路子，通过党员带
头发展茶产业示范基地，无偿为茶农提
供技术服务，实施订金提前预付、原料
优价收购、年终优者返利等惠农举措，
彻底解决了茶农种茶卖茶难的问题。

目前，文新公司辐射带动茶园面积
30余万亩，茶农10万余户，茶农人均
年增收1500元。在文新茶叶公司的茶
厂、茶园、茶叶专卖店、茶艺馆就业的农
民工、下岗职工和待业青年有1800多
人，每当春茶上市季节，在文新茶叶产
业链中直接受益的茶农、茶叶经销商和
外地打工者达3万多人，昔日贫困落后
的老区，正在“茶路”上快速奔向小康。

“党旗红，企业兴。”如今的文新茶、
文新人，正在全力以赴抓党建，凝心聚力
助脱贫，和广大茶乡父老一道，迈向决胜
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的新征程。

党旗在文新的每一个阵地高高飘扬
——信阳市文新茶叶公司抓党建助力脱贫攻坚纪实

把助力脱贫攻坚作为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文新公司定点帮扶省定贫困
村郝家冲村

文新公司在信阳毛尖发源地举行党日活动。重温入党誓词，激励员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