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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悦）依靠伊哈
洛的梅开二度，在 8 月 9 日晚的中
超第 21 轮联赛的一场较量中，长
春亚泰客场战胜了河南建业。对
于主队来说，这场失利也让他们原
本好转的保级形势一下子变得严
峻 起 来 ，在 仅 剩 3 个 主 场 的 情 况
下，建业接下来的联赛之旅堪称险
阻重重。

与一个多月前相比，如今的建业
堪称状态低迷，四轮联赛只收获了两
个积分。尤其是对阵亚泰的这场比
赛，建业输得更是窝囊之极。虽然，
在控球率上建业占有一定的优势，但
在临门一脚上却是亚泰更有威胁。
本场比赛，由于顾操的黄牌停赛，建

业的五后卫体系出现了不小的漏洞，
亚泰方面除了伊哈洛的梅开二度外，
还有建业旧将张力一脚击中横梁的
劲射。

在0∶2主场落败后，建业也成了
保级大军中危险的一员。随着本轮
长春、重庆以及贵州的纷纷取胜，保
级的压力已经完全落到了建业、江
苏、天津、辽宁以及延边的身上。在
这场五选三的竞争中，建业的赛程
可以说是最差的一个，目前 20分的
联赛积分，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大
的优势。

四天后，建业将前往广州，挑战
联赛的领头羊广州恒大，稍有不慎，
球队就将饮下连败的苦酒。⑥9

主场两球不敌亚泰
建业保级再响警报

建业输球，巴索戈无奈。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讯（记者 黄晖）8月 10日上
午，记者从省体育局获悉，河南登山
爱好者的“老朋友”——第七届“三山
同登”群众登山健身大会将于8月20
日在南阳老界岭风景区启幕。

“三山”指的是我省的伏牛山、太
行山和大别山，“三山同登”群众登山
健身大会，是河南省体育局利用河南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重点打造的全
民健身活动之一，目前已成功举办了
6届，是河南乃至全国登山爱好者一
年一度的登山盛会，自2015年起，每

年都会吸引逾10万人参加。
“三山同登”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

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河
南省体育局、河南省文明办、河南省旅
游局共同主办，8月20日活动从南阳
老界岭开始后，将在全省9个省辖市
的19处分会场依次展开，直至10月
下旬活动结束。19处分会场包括了
三门峡燕子山、南阳宝天曼、安阳太行
屋脊等河南省众多的风景名胜区。有
意报名的登山爱好者请关注微信公众
号“河南社体”。⑥11

本报讯（记者 黄晖）休战二十多
天的中国围棋甲级联赛8月9日重新
开枰，缺席三轮后重回河南队阵中的
李世石没让河南棋迷失望，执白战胜
世界冠军陈耀烨，令人无奈的是，由
于其余三位棋手全部告负，河南队本
轮依然遭遇四连败。

这是2017围甲第12轮的一场较
量，刚刚在韩国铩羽农心杯预选赛的李
世石回到河南队阵中，作为主将迎战中
信北京队的陈耀烨。未满28岁的陈耀
烨是中国围棋的第十二位世界冠军，去
年年底刚刚战胜柯洁，夺得个人第二个
世界冠军——第三届百灵杯世界围棋公
开赛冠军，他与李世石的对弈，在棋迷看
来简直堪比“火星撞地球”。果然，双方

从序盘阶段即展开激烈缠斗，乱战中，
盘面一度占优的陈耀烨出现误算，李世
石抓住机会一举确立胜势。

除李世石外，本轮河南另外三名
棋手均不敌对手，刘星七段快棋负于
柁嘉熹九段，刘曦五段不敌钟文靖五
段，陈贤六段输给了韩一洲五段，河
南队以1∶3不敌中信北京队。

值得一提的是，李世石在 8月 7
日的农心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韩
国选拔赛决赛中，不敌自己的弟子申
旻埈，无缘农心杯。

本轮战罢，河南队排名跌至 14
支队伍的末位。今天，他们将在主场
迎战目前排名第一、阵中拥有时越的
民生银行北京队。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去年9月，3
万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徒友们，曾在
郑州身体力行地向外界展示了“绿色
徒步、全民健身”的健康主题。而作
为一项颇具规模的公益性全民健身
活动，2017年中国郑港国际徒步大
会于8月11日10时全面开始启动报
名工作，团体以及个人都可以在9月
10日之前报名参加。

由河南省体育局、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主办，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管委会、国家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郑州市体育局、河南省外宣
企业策划有限公司承办的郑港国际

徒步大会，历时两年的发展，已成长
为全国知名的徒步运动品牌活动，今
年定于2017年9月16日举办第三届
中国郑港国际徒步大会，据介绍，本
届徒步大会设置两个会场：22公里线
路开幕式在郑州航空港区兰河公园
举行，5公里线路开幕式则在郑州经
开区中心广场举行。

2017年中国郑港国际徒步大会
组委会报名点设在郑州市政三街5号
石化大厦10层。徒步爱好者可登录中
国郑港国际徒步大会官网 http://
www.zgwalk.com 或“郑港国际徒
步大会”微信公众号报名参加。⑥9

8月 1日，2017 年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夏令营高中组第一营区沈阳
站为期八天的夏令营活动正式闭
幕。来自河南省的足球小将们成绩
骄人——在前一天结束的高中女子
组最后一场比赛，河南队以 5∶0大胜
山东队，以整个夏令营第一营区三场
比赛全胜的成绩夺冠；而在男子组比
赛中，河南队以五战四胜一平的不败
战绩，力压东道主辽宁队获得冠军。
河南代表队男女组分别有8名队员被
选入营区“最佳阵容”，将代表本营区
参加全国夏令营总营活动。

同往年一样，2017年的夏令营活
动内容主要由足球训练与竞赛、运动
员选拔、爱国主义教育、教练员培训
等几方面组成。小学组、初中组、高
中组共在沈阳、青岛、西安等地设二
十个分营，经专家组选拔出的各分营
最佳阵容运动员将代表营区参加夏

令营总营。
其中，开办于沈阳的第一营区为

期八天，来自辽宁、吉林、河北、天津、
山东、河南等六个省市的 10 支代表
队、224名运动员参加夏令营。河南
代表队则是从省教育厅主办、洛阳市
教育局承办的“2017年河南省校园足
球夏令营活动”中选拔出的男、女各
18名最佳阵容的运动员参战，他们分
别来自郑州、洛阳、开封和济源。

（校足办）

全国校足夏令营河南传捷报

“三山同登”再吹集结号

郑港国际徒步大会报名启动

围甲联赛重开枰

李世石赢了
河南队输了

8 月 9日，体彩大乐透第 17092
期开奖，头奖全国无人中出，二等奖
47注，追加后单个奖金达到26.15万
元。当期开奖结束后，奖池金额升至
40.88亿元。

当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出号码
03、07、09、17、34，后区开出号码
04、05。当期二等奖开出47注，每注
奖金为 16.34 万多元；三等奖开出
723注，每注奖金为3979元。

值得关注的是，广东佛山一彩民
虽与头奖擦肩而过，但独擒 50注三
等奖的成绩也足够惊艳。数据显示，
这张中奖彩票为一张50倍投、100元

投入的单式票，其中 50注击中三等
奖，单票总奖金为19.89万元。

本期开奖过后，大乐透奖池继
续走高，升至 40.88 亿元，再创造历
史新高。 （陈星）

广东彩民擒50注三等奖

■刘明亮
商丘市政协副主席、工信委主任

谈三点建议：第一，张弓一
定要借助这次机遇，在产品质量
上下功夫，解决了质量问题企业
才能兴旺发达。第二，在市场营
销上做文章，首先把商丘市场做
精做细，而后再走向全省和全
国，并充分利用网上销售渠道。
第三，要在豫酒振兴上有作为，
抓住豫酒振兴和低度酒复兴的
机会实现快速崛起。
■蒋辉

河南省酒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这些年，行业上一直在呼唤
“健康饮酒，饮健康酒”，低度白酒
的发展顺应了市场发展的需要，
市场氛围越来越好。咱们的近邻
山东省以及东北三省，低度白酒
都占据了大半个市场。因此，张
弓低度酒是有前景、有未来的，只
要坚信、坚守，成功自不会远。
■侯公涛

宁陵县政府常务副县长

张弓酒业是宁陵县的重点骨
干企业，也是宁陵对外交流的名
片。如今，低度白酒的健康理念已
深入人心，作为低度白酒的首创
者和领航者，希望张弓酒业以此
次会议为契机，坚定信心，打造文
化张弓、品质张弓、品牌张弓，为
张弓崛起和豫酒振兴贡献力量。

■杨永华
上海观峰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谈三个观点：第一，低度白酒
是方向，这没有问题。但知道了
方向没有方法也白搭，所以发展
张弓低度酒一定要找到方法。第
二，不要动不动就拿品牌说事，不
是品牌好才卖的好，而是你卖的
好了才有品牌。第三，豫酒未来
的发展需要有战略，需要老板专
心和专注，始终游离于酒行业之
外的老板，是做不好酒企的。
■马亚杰

河南张弓酒业总经理

作为酒行业的一个新兵，在
今天这个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本人
是来倾听和学习的，希望大家从行
业出发对张弓多提宝贵意见，无论
是和风细雨还是逆耳忠言，都会耐
心地听，虚心地改正，做出适合张
弓酒业发展的市场战略。
■牛恩坤

亮剑营销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当前的白酒消费人群大致可
分为四类：第一，投资人，热衷于投
资老酒和名酒。第二，新中产，他们
的酒水消费趋向中高端。第三，新
民酒消费者。何为“新民酒”？民间
有口碑，价位亲民，市场基础好的白
酒。第四，玩酒一族，他们钟爱江小
白之类的个性白酒。张弓应从后两
类人群里找机会。

■贾福春
营销专家、张弓酒业营销总顾问

豫酒振兴，张弓理应亮剑力
挺，因为张弓有自信的资本：一
是文化自信。品牌既是人名，也
是地名、酒名，文化内涵丰富。
二是品牌自信。上世纪90年代
张弓酒曾销遍全国 30 多个省
市，品牌基础仍在。三是品质自
信。其生产能力、原酒储备、技
术水平在河南均名列前茅。四
是技术自信。首创低度白酒，两
获国家名优酒称号，彰显了技术
实力。五是营销自信。
■郭广阔

国家级白酒评委、张弓低度

白酒嫡系传人

1973 年，在我爷爷——时
任张弓酒厂总工程师郭宗武的
带领下，张弓人研制成功了第一
瓶 38度张弓酒，开创了中国低
度白酒之先河！但张弓人并未
因此而固步自封，作为张弓低度
酒的传人，近年来通过技术创新，
我们在制曲、酿酒、新酒老熟等工
艺方面取得了不断进步，发扬光
大了张弓低度酒技术。
■王鼎

张弓经销商、真品实业董事长

去年，在朋友介绍下开始和
张弓合作。经过近一年的运营，
发现很多人都知道张弓酒，但却
很多年没见过、喝过了，因此建
议公司加大对郑州市场的营销
投入，比如做一些精准的品鉴酒
投放，让喜欢张弓的消费者能够
了解它、喝到它，唤醒一下消费
者的记忆，慢慢培育张弓酒的消
费氛围。
■高彬

河南高兆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作为一个有河南情怀的河南
人，本人对豫酒有天生的亲近
感。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经常
喝张弓酒，当时的电视广告就是

“东西南北中，好酒在张弓”。怎
么去找回张弓曾经的辉煌呢？我
觉得可以团结有情怀的豫商，让
所有有情怀的连锁店、经销商都去
经营豫酒，这个力量是很庞大的。

当前正是豫酒振兴的关
键时期，上个月召开的 2017
中国低度白酒高峰论坛上，
低度白酒再次成为行业关注

的焦点，有望迎来发展良机，
作为豫酒“六朵金花”之一和
中国低度白酒鼻祖，无论是
振兴豫酒还是振兴低度酒，
我们张弓人都责无旁贷！

个人对张弓未来的发展
信心很足，并且认为做一件
事只要你认真、用心，愿意去
倾听，愿意去改变，就没有克
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攀登
不了的高峰。

行业专家齐建言 助力低度酒发展

振兴豫酒 张弓有为

张弓首创低度白酒，对行
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是任何
人都抹杀不了的。今天，国内低
度白酒已经占据了60%以上
的市场，作为低度白酒鼻祖的
张弓该如何搭乘行业东风快
速发展呢？

首先应该汲取几个教训：
第一，张弓低度酒发明和投放
市场以来，在河南并没有形成
气候。第二，山东、黑龙江等
低度酒消费大省都没有咱们
的产品，要敢于过去竞争。第

三，作为一个新品种，低度酒
诞生后公司没有重视文化建
立，没形成低度酒文化氛围。

如今，张弓应该怎么借势
突围呢？我认为：一是应联合
河南省酒协，建立低度酒文化
体系，除了弘扬张弓酒的历史
文化、营销文化外，更要着力
挖掘张弓酒的酿造文化、酒
道文化；二是打造张弓的质
量体系，包括成分结构分析、
感官方面的具体评语、文化
语言的高度概括等；三是营
销上要确立核心品牌，打造
专属产品；四是要远交近攻，
尤其是向山东、东北等市场
进军；五是梳理技术，把好蒸
馏关、窖池关、发酵关，提升
品质；六是重合同、守信用，
厂商携手，共创共赢！

■梁邦昌（著名白酒专家、中国酿酒工业协会白酒专家组原组长）

1973 年，张弓低度酒研
发成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是扩大了白酒消费群体，
迎合了市场发展趋势；二是

大量节约了酿酒所用的粮；
三是在酒度上与世界实现
了接轨；四是提高了酿酒技
术；五是减轻了高度酒对人
体健康的负面影响。

如今，低度白酒时代来
临，建议张弓：第一，开发好
大单品；第二，讲好张弓故
事；第三，打造核心竞争力；
第四，塑造品牌；第五，战略
重组；第六，进行营销创新。

贾福春

刘明亮

杨永华

高彬

郭广阔

侯公涛

蒋辉

马亚杰

王鼎

牛恩坤

□本报记者 朱西岭

8 月 9日下午，由河南省酒业
协会（下简称省酒协）主办，河南张
弓酒业有限公司（下简称张弓酒
业）承办的“豫酒振兴·低度鼻祖张
弓发展战略研讨会”在郑州召开。
中国酿酒工业协会白酒专家组原
组长、著名白酒专家梁邦昌，省酒
协会长熊玉亮，张弓酒业董事长孟
艳以及来自商丘市、宁陵县的领
导，国内知名白酒营销专家，省内
媒体记者等数十人与会。

会上，专家们首先回顾了张弓
首创低度白酒的历史，对张弓前任
老厂长、总工程师、张弓低度酒发
明人郭宗武先生表达了敬意，而后
围绕豫酒振兴和当前的低度白酒

“热”积极发言。
熊玉亮在致辞时表示，上个世

纪张弓首创了低度白酒，并且缔造
了豫酒辉煌的“张宝林”时代。
2007 年，省酒协和张弓酒业共同
举办了国内首届低度白酒论坛，进
一步巩固了其首创者地位。步入
2017 年，省委省政府正式提出振
兴豫酒，张弓酒业应如何响应呢？
他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作为研讨会特邀的重量级嘉
宾，梁邦昌先生在会上再次肯定了
张弓低度酒对行业所做出的突出
贡献，并指出，国内低度酒时代即
将来临，作为低度白酒鼻祖，张弓
应搭乘行业东风加快发展。为此，
他从弘扬企业文化、构建质量体
系、确立核心品牌、梳理工艺技术、
构建新型厂商关系等方面，对张弓
酒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来自白酒营销界的两位专
家——上海观峰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永华、亮剑营销咨询有限公
司董事长牛恩坤，则从企业管理和
营销的角度提出了中肯建议。

最后，孟艳向各位嘉宾的到来
表示感谢！她说，会后要对大家的发
言进行详细整理和系统学习，好让这
些真知灼见指导公司在品质、品牌、
文化等层面做好、做足、做出特色！

以下为与会嘉宾发言摘要——

■熊玉亮（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

■孟艳（河南张弓酒业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