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 31日晚，雅加达亚运会女排比赛将先
后进行两场半决赛：

18:00，韩国女排VS泰国女排

20:30，中国女排VS日本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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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第十三届省运会开幕

本报讯（记者 黄晖）省运会社会组省辖市及省直管县
组气排球比赛，将于 9月 1日起在周口市体育中心举行。
共有来自全省17个省辖市、4个省直管县的65支队伍、633
名运动员参赛。

本次比赛设中年男子、中年女子和老年男子、老年女子
四个组别，赛期11天。气排球运动集运动、休闲、娱乐为一
体，是典型的“中国式排球”，自上世纪八十年代问世以来不
断发展，在全民健身的热潮中更是迅速壮大成为热门运动。
去年的第十三届全运会，气排球正式成为群众比赛项目。新
的形势下，各省的气排球发展也纷纷“提速”，在今年这个“省
运会之年”，几乎所有省份的省运会，都增设了气排球项目。

尽管气排球项目在河南开展赛事活动只有两年多的时
间，不过还是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去年的全运会，河南
队从全国预赛中杀出重围晋级天津决赛圈，最终名列第七，
充分说明了我省气排球运动的潜力。⑥11

8月 29日，体彩大乐透第 18101期爆出 8注头奖，4注
为 1019万元(含 382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头奖，落于湖
南、重庆和云南；4注为 636万元基本投注头奖，落于黑龙
江、浙江、福建和广东。当期开奖过后，大乐透奖池滚存至
63.08亿元。当期，前区开出号码“03、14、15、23、29”，后区
开出号码“04、05”。

数据显示，云南中出的2注 1019万元追加投注头奖出
自昆明市，这位幸运儿可是个实力派，仅用一张“2注号码、
2倍倍投、6元投入”的单式倍投票，就擒得2038万元。

湖南中出的 1019万元追加投注头奖出自怀化市，中
奖彩票为一张3元 1注单式票；重庆中出的1019万元追加
投注头奖出自万州区，中奖彩票为一张6+2组合复式票，投
入18元，单票擒奖1020万元；福建中出的636万元基本投
注头奖出自龙岩，中奖彩票为一张 14+2组合复式票，单票
擒奖 652万元；广东中出的 636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出自潮
州，中奖彩票为一张前区 4胆 19拖+后区 5拖的胆拖复式
票，单票擒奖661万元；黑龙江中出的636万元基本投注头
奖出自绥化市，中奖
彩票为一张 7+3组合
复式票，单票擒奖645
万 元 ；浙 江 中 出 的
636 万元基本投注头
奖出自舟山，中奖彩
票为一张 8+3组合复
式票，单 票 擒 奖 646
万元。 （彩文）

本报讯（记者 李悦）一波 4连败之
后，河南建业目前的保级形势岌岌可
危，9月 2日，他们又将在主场迎来老冤
家长春亚泰。对于这支名义上的保级
对手，已无退路的建业只能“拼”字当
头，主场不败是他们这个周末的最后底
线。

作为在中超、中甲纠缠多年的老对
手，建业与亚泰之间互相都是知根知
底。从近几个赛季双方的交手记录来
看，亚泰打建业似乎颇有心得，近10次
交手，亚泰方面更是取得了 6胜 4平的
不败战绩。从目前的联赛形势来看，已
积 25分的长春亚泰还并未真正完成保
级任务，因此客场与建业之战也成了他
们抢分的重点战役。相比攻防失衡的
建业，亚泰在进攻上很有章法，尤其是
他们的外援伊哈洛，近 9轮比赛中攻入
9球，联赛的进球数达到了 17个，比如
今建业全队的进球数还多 1个，是今年
联赛金靴的有力争夺者。

刚刚度过24岁生日的建业俱乐部，

自然深知这场比赛的重要性。河南建业
董事长胡葆森表示：“近来比赛结果虽不
好，但大家的拼搏精神值得肯定！”并予
以100万元的拼搏奖来激励球员。总经

理兼领队郭光琪与主教练张外龙分别从
团队意识和技战术发挥上分析总结了8
月份比赛的经验教训，期望队员们能打
好接下来的关键之战。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北京时间 8月 29日，朱婷
领衔的中国女排在雅加达亚运会的赛场上3∶0完胜
菲律宾，晋级半决赛，整场比赛仅耗时59分钟。从小
组赛首战3∶0完胜越南队算起，这已经是第六个3∶0
了，很多球迷对于实力如此悬殊的比赛，已经提不起

“追赛”的精神了。不过亚运会冠军对于中国女排来
说也绝非容易到如探囊取物，说话之间“硬仗”就到，8
月31日晚，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日本队。

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尽遣主力，由朱婷领衔多
位奥运冠军出征雅加达，目的无疑是剑指冠军。开
赛以来，中国女排一路横扫越南队、中国台北队、韩
国队、哈萨克斯坦队、印度队、菲律宾队。连场的完
胜背后是主教练郎平在比赛中不断地阵容调整，以
磨合队伍、锻炼新人。不过朱婷显然已经比较顺利
地适应了各种调整，不论是置身熟悉的“老阵容”，还
是与有着“小朱婷”之称的超级新人李盈莹搭档主
攻，朱婷的表现都堪称稳定犀利，尽管每每在第三局

“调休”，但仍是场场比赛得分上双，完全找到了比赛
的“雅加达节奏”。

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都是亚洲劲旅，也是亚洲
甚至世界赛场上的“老冤家”，每场比赛都能吸引
不少球迷的关注。两队上一次在亚运会赛场上交
手还是 2006年的多哈亚运会女排决赛，当时中国
女排 3∶1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那场比赛的结果也
堪称两支女排队伍近年来实力对比的写照：中国女
排明显占据上风。

尽管在雅加达打出了十足的“冠军相”，中国女
排面对日本女排又占据着身高、拦网、扣球的多重优
势，但主教练郎平依然不敢大意：“进入半决赛的都
是优秀的球队，应该说真正的比赛开始了。”也许正
因为如此，在与菲律宾队的第三局比赛中，郎平再次
把朱婷放到场边休息，为半决赛蓄力。

上届仁川亚运会，中国“三大球”6支球队寸金
未入，此番在雅加达，中国女排无疑是“三大球”最有
保障的“金牌担当”。而朱婷作为亚运中国军团的

“河南亮点”，也有望用一枚亚运金牌，填补自己“金
牌簿”空白的同时，为中国争光，为河南添彩。

希望中国女排跨过半决赛这道坎，向冠军再进
一步。

本届亚运会女排比赛的另外两个四强名额分别
被韩国队和泰国队获得，前者以 3∶0战胜了东道主
印度尼西亚队，后者以3∶0完胜越南队。⑥11

今晚看朱婷今晚看朱婷““打硬仗打硬仗””

周日战亚泰 建业主场“拼”字当头

朱婷在雅加达亚运会上发挥出色。新华社发

4 月 15
日 ，建业曾
在客场 0∶3
不敌长春亚
泰，这波连
败直接导致
时任主教练
塔拉吉奇下
课。新华社
发

省运会社会组气排球开赛

体彩大乐透爆8注头奖

2018年 5月 3日,小米正式向港
交所递交上市申请,小米创始人雷军
写下公开信《小米是谁?小米为什么而
奋斗?》。雷军此举一时间引得群情振
奋、激发众多回应。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复星集
团董事长郭广昌、蓝港互动集团创始
人王峰、拉卡拉创始人孙陶然、小鹏
汽车创始人何小鹏等皆引用“我是
谁?我为什么而奋斗?”的形式给雷军
回信。

仔细阅读这些回复,发现每个成
功的企业都在一路践行自己的核心价
值追求,致力于为用户创造价值。

比如小米,坚持做“感动人心、价格
厚道”的好产品。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
平讲过,小米联合创始人黎万强带给他
一套尚未发布的家用工具盒,让他猜多
少钱?他从 599元猜到 199元,再也不
想往下猜了,因为他无法想象这套他认
为值好几百块、非常精致的工具盒只卖
99元。

相信我们为这99块的定价感动,
不是因为价格便宜,而是感动于“雷军
明明摆着很多钱不去赚,只为让每个
人都能享受科技改变美好生活”的企
业家精神。

借助这个回信，我又不禁想到我
们清大教育,清大是谁?清大为什么而奋
斗?

清大是令河南骄傲的本
土“教育品牌”

清大不是简单的培训公司,而是
综合性人才培养学校。

2006 年,清大教育创始人杨宏
鹏,怀着要为更多像他一样想要改变
自我命运的人,创造更好的学习机会,

提供更便捷的学习条件的创业初心,
成立了郑州清大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
司,将优质教育资源引进河南,创立了
自己的教育品牌。

清大教育从 3个人,14平方米起
步,从一个一个陌生地拜访,发出学习
邀请开始,十二年因为相信，所以坚
守，十二年艰苦奋斗，履心成地，始终
坚持品牌和口碑，砥砺奋进到今天清
大也取得了一点阶段性的成就。

清大人一直在思考什么是清大的
核心价值,什么是清大的核心竞争力?
那应该就是十二年来我们形成的经营
观,我们时刻检讨企业与用户、与环
境、与变化、与未来之间的关系,保持
与企业和环境的互动,更重要的是基
于人的发展来展开企业的经营活动,
而不是单纯获得利润。

我们对人全面培养的经营理念和
价值观得到广大用户的认可，也引领
清大走向更大更高的舞台，成立十二
年来,拥有会员企业3万家,年培训企
业家及高管达20万人次,服务企业超
过30万家。

目前，清大教育是河南培训服务客
户最多，服务体系最全，服务程度最深的
政府、企事业单位培训综合服务商，已
经成为河南领先，全国知名的教育品牌。

2016 年 12 月清大教育(股票代
码:839818)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上市,成为中原地区首家登
陆新三板的企业管理教育机构,并在
上市半年内,成功获得4000万元的A
轮融资。

发布“登月计划”迈向更
高舞台

当今时代,科技迅速发展,知识创
新激增,应用周期缩短,从而导致了社
会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职业结构等不
断重置。清大教育为从业人员提供知
识更新、认知升级和能力提升的高层
次继续教育,为知识经济时代全民学
习、终身学习创造条件。

我们通过全球最有价值的知识创
造者、各级政府部门、总裁班班级组
织,各地市分公司;借助每月一次总裁
研修班、实战班、财务班、金融班、主题

交流沙龙;一季度一次海外商务考察、
哲学班、前沿高端的企业家论坛和每
天实施的企业内训和拓展训练,持续
为企业创造知识碰撞的场景,真正实
现企业管理认知的共享、重构和升级,
从而完成落地资源共享。

在未来,清大教育研究院的建设
和愿景是：以政府、企事业单位定制综
合管理培训为主体;以国内外高校高
等学历教育和 K12 教育学生社会实
践、研学等综合素质教育为两翼;借助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实现“互联网+教育”全面升级
的综合性教育集团。

2018年1月，清大教育运作多年，
精心筹划的重大项目经过北京大学和
郑州市政府的努力终于达成，中原人
民一直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北京
大学经济学院中原教学科研基地正式
落户郑州，这将给清大教育的发展带
来重大机遇。

同时，2018年，清大教育已正式启
动 IPO,我们确定了一个宏伟战略:登
月计划。登月是人类一次认知边界的
重大飞跃,清大的登月计划也将是我们
的一次重生。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三级
助推火箭:100+品牌孵化工程、100+
分院培育工程、互联网+教育催化工
程。

清大教育，蓄力一纪,究竟未来，
新时代让我们共同在清大教育的平台
上相互陪伴这个时代最有梦想的终身
学习者。

终身学习就要上究竟大学，究竟
大学，一座没有边界的大学，秉承“大
道至简知行如一”的核心价值观，倡导
学习就要究竟的精神，遍邀全球顶尖
的商学院教授、实战派企业领袖、前沿
思想家，为你构建人生基本原则、训练
科学思维算法、刷新认知决策直觉，持
续进化成为更好的自己，让世界因你
而更美好。

究竟大学APP正式上线，我是杨
宏鹏，我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究竟大学。

向河南报告：清大是谁？清大为什么而奋斗？

清大教育董事长杨宏鹏

□李保平 杨海燕

在河南省会郑州，有一家民营企
业的翘楚——河南天一文化传播股份
有限公司。作为知名文化创新企业，
在出版行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他们
是如何脱颖而出的？在电子读物日益
增多的趋势下，他们又是如何开拓新
的利润增长点的？

7月 27日，记者走进天一文化，采
访了公司董事长董献仓先生。

专注文化教育

1995 年，公司创始人董献仓，从
一家不足20平方米的考生书店干起，
一路筚路蓝缕，历经 23载，将天一文
化打造成了一家集图书出版发行、专
业资格考试辅导、考试信息咨询和教
育培训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教育公
司。公司年销售码洋超过10亿元，累
计出版发行图书 2万余种，已经成为
我省极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

23 年来，天一文化以“高质量内
容生产”为核心，不断创新产品体系，
打造精品系列；建立培训产品体系，使
培训业务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提高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应用能力，
加强数字化新媒体团队建设，实现新
媒体快速成长和运营；强化品牌意识，
促进品牌推广和营销……

董事长董献仓经常鼓励员工：“一
个人，一辈子只要能够做好一件事就
可以了，天一文化要在文化教育行业

深耕，把公司打造成国内一流的文化
教育品牌。”

在图书出版上，天一文化旗下打
造了儿童读物、青少年读物、科普图
书、原创文学这4大板块，在出版业中
有着极高的标识度，时尚、新潮且不乏
雅致，目前，公司推出的新课标推荐读
物系列、国学堂系列、生活美食系列、
科普读物系列、励志与文学系列，已经
获得数百万读者的赞誉和喜爱。

在数字出版与新媒体运营板块
上，天一文化不断创新，以简洁、实用、
稳定、高效的产品理念为用户提供多
平台，跨领域的线上服务，产品包括电
子文档、音视频教程、电子书、3D出版
物和 AR/VR 作品等；部门开发运营
的天一文化官网、考拉网、天一大联考
网、天一出书网等网站矩阵，天一文
化、天一自考通、天天读童书、天一出
书、天一大联考等10多个微信公众号
组成的自媒体矩阵，共同服务了近
200万用户和粉丝。

开展多元经营

近年来，书业传统业务的利润越来
越少，怎么转型，适应网络阅读习惯和
多元化阅读的变化，保持业绩不下滑？

天一文化从最早的单一策划发行
自学考试辅导资料开始，锐意创新，实
现了产品多元化发展，公司主营业务
已覆盖成人教育、基础教育、文化出
版、数字出版、出版服务等多个板块。

成人教育板块是公司业务起源的

主脉，产品包括：自考通系列，天一成
考系列，天一英语系列，天一金融、天
一工程、天一医考等资格考试系列。
其中，自考通系列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高达 70%以上；资格考试系列如证券
从业、基金从业等产品一上市，即受到
考生的热捧，取得很好的产品销量和
市场美誉度，天一品牌在成人教育领
域已深入人心。

2009年，公司正式进入基础教育
领域，着力于打造教学教研生态圈，促
进基础教育事业的成长和发展，已经
占有一定市场份额的产品有：天一大
联考、长销产品、校本课程、初中模拟考
试、天一培训等。其中，龙头产品天一大
联考已覆盖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10
多个省（市、自治区），合作学校超过1000
所，全年服务考生近600万人（次）。

得到资本市场热捧

今年年初，天一文化成功在新三
板挂牌，证券代码：872706。

记者了解到，2017 年度，天一文
化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12493681.16
元，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77.79%，净利
润 21101032.16 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了971.05%，以靓丽的业绩，较高的成
长性得到资本市场的热捧。

董献仓信心十足地说，未来，天一
文化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引进战略
投资者，在产品研发、市场开拓、营销
创新等方面实现全面、快速的发展，争
取早日实现公司在主板市场上市。

天一文化挂牌新三板天一文化董事长董献仓

天一文化：中国出版业的“河南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