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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业杯”让全省共享“足球周末”

二青会场地自行车预赛表现亮眼

河南小将飞车挺进决赛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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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悦）2 个比赛
日，18个分赛区，320支队伍，160场
激烈角逐———5月 25日到 26日，
随着“建业杯”2019河南省业余五人
制足球超级联赛的全面展开，全省
的足球爱好者们度过了一个以“爱”
和足球为主题的周末。

由河南省慈善总会、河南省球
类运动管理中心、河南省校足办和

河南省足协共同主办，河南足球事
业发展基金会承办，河南建业足球
俱乐部和各地市球迷协会协办的

“建业杯”系列公益足球赛，在今年
全新升级。根据规划，赛事分为预
选赛和总决赛两个阶段，预选赛将
于 6月 30日结束，各地市的冠军队
以及郑州、洛阳的亚军队共 20支队
伍可以获得 8月 3日开始的总决赛

资格，9月 7日，赛事总冠军将在樱
桃沟建业足球小镇产生。

据介绍，此次“建业杯”各分赛区
的冠军、总冠军除获得奖金外，前四
名的队伍还将为所在地区的一所贫
困小学赢得建业集团捐建的足球场。

在 25日郑州赛区的揭幕战上，
郑州江南队以 9∶1 大胜 Soonteam
队，取得开门红。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由中国象棋
协会主办的 2019“腾讯棋牌·天天象
棋”全国象棋男子甲级联赛第一阶段
赛会制的比赛 26日在惠州开枰，新赛
季引入强援的河南队引人关注。

全国象棋男子甲级联赛创办于
2003年，几乎囊括了当今棋坛所有顶
尖高手，16年来名手辈出、佳局频出，
已经成为象棋爱好者关注的焦点。在
以往的 16届联赛中，广东队斩获 8届
冠军，并在 2016 至 2018 赛季实现了

三连冠，笑傲群雄。上赛季名列第七
的河南队，本赛季请来了中国象棋泰
斗级人物、新中国第四位全国象棋冠
军、年近七旬的特级大师柳大华及其
弟子赵子雨，表现令人期待。

全国象棋男子甲级联赛共有包括
河南队在内的十四支队伍参加，将举
行 26轮常规赛及三轮季后赛，全部比
赛将于 11月 3日结束。其中，常规赛
前六名获得季后赛资格，争夺总冠军，
后三名降级。⑥11

象甲开枰 河南队强援引关注

本报讯（记者 李悦）经过 4 天的
激烈较量，2019年全国女子武术散打
锦标赛暨第十五届世界武术锦标赛选
拔赛于5月 24日晚在洛阳体育中心体
育馆落下帷幕。在本次比赛中，作为
武术强省的河南，依然展现出了强大
的实力，由塔沟武校学员组成的河南
队和郑大体院队，在 7个级别的比赛
中，总共收获了4枚金牌。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
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和河南省
体育局、洛阳市政府主办,共设 8个级
别，35支代表队的154名运动员参赛。

河南选手在本次比赛里表现出
色，河南队和郑大体院队总共有 7名

选手进入最终的决赛，其中代表河南
的朱梦佳和代表郑大体院的刘红更
是在 65公斤级决赛中会师，最终朱梦
佳夺得冠军。在其他级别的比赛中，
关啊翠和贺晓朵代表河南队分别获
得 48 公斤级和 79 公斤级的冠军，名
将李玥瑶则代表郑大体院在 52公斤
级的比赛中折桂。河南队不仅获得
了团体总分第一名，还荣获“体育道
德风尚奖”。

由于第十五届世界武术锦标赛将
在今年举行，所以本次比赛还是世锦赛
的选拔赛，各级别的前三名将进入国家
集训队，并竞争参加世锦赛的最终名
额。⑥9

全国女子散打锦标赛落幕

河南选手摘四金

5月22日，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
注下，由河南省校足办主办，新乡市教
育局承办，新乡市育才小学明德校区以
及北京耀胜体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协
办的足球嘉年华展示观摩培训活动在
新乡市育才小学明德校区隆重举行。

莅临本次培训观摩活动现场的领
导有：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专家指导
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校足办主任郭蔚
蔚，河南省校园足球专家指导委员会
主任、黄河科技学院体育学院院长王
崇喜教授等。

新乡市84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校长、指导教师，2019年拟申报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校长、
指导教师，2019年拟申报全国足球特色
幼儿园的园长，各县（市、区）校足办管理

人员220余人参加了本次培训活动。
目前全国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初步

成型，本次 2019年校园足球嘉年华展
示观摩培训活动正是符合校园运动发
展现状，围绕智能、科技、文化、竞技等
方面给予每一位参与的学生全新的运
动感受。 （校足办）

校园足球嘉年华观摩培训在新乡举行

本报讯（记者 黄晖 通讯员 孙楷）
记者5月27日从省自行车及现代五项
运动管理中心获悉，全国第二届青年
运动会场地自行车项目体校组的预
赛，上周在太原落幕，河南运动员表现
亮眼，不但斩获3金 5银，31名运动员
在15个项目上夺得进军决赛的门票。

二青会场地自行车项目的比赛分

为体校组和社会俱乐部组两大组别，
两个大组又各分为男、女甲组、乙组及
混合团体项目。本次体校组场地自行
车预赛设男、女甲组、乙组四个组别，
共有来自全国 21所体校的 300多名
选手参加，代表河南出战的是许昌市
体校和南阳市体校的36名男女骑手。

经过 3天的激烈争夺，河南自行

车小将在男子甲组麦迪逊赛、甲组团
体追逐赛、乙组团体竞速赛、乙组团体
追逐赛、乙组 1公里个人计时赛以及
女子甲组团体竞速赛、甲组团体追逐
赛7个项目中夺得3枚金牌、5枚银牌，
同时收获这7个项目的决赛圈参赛资
格。此外，在男子甲、乙组250米个人
计时赛以及女子乙组团体竞速赛等8

个项目上，也有 23名河南男、女运动
员拿到了进军决赛圈的门票。

场地自行车是河南的传统优势
项目，在天津全运会上有多块金牌入
账，如今在检阅竞技体育后备力量的
二青会赛场上，年轻选手们凭借出色
的表现，让人感受到了河南场地自行
车的“后劲”。⑥11

对于很多购彩者来说，守号是一种
最为简便的投注方式。选用自己比较熟
悉的数字，每期都买同样的号码坚持投
注，通过守号中得大奖的也不在少数。
下面这位大奖得主就是坚持守号最终抱
得大奖的典型代表。

5 月 15 日晚开奖的体彩大乐透第
19055期，全国共中出 3注一等奖，我省
信阳购彩者有幸斩获其中 1注 1000万
基本投注一等奖。5月 21日上午，大奖
得主金先生现身河南省体彩中心，领取
大奖。

据金先生介绍，他买体育彩票已经
有五年时间，从买彩票之初就坚持购买
大乐透，期期不落。而他选用的投注方
法就是守号，“每期这 5 注号码雷打不
动。”金先生笑着说，“这5注是我精心挑
选组合而成的，有着特殊意义，中奖的这
注号码里有我和老婆的生日。”

金先生表示奖金会用于填补自己的
生意。关于买彩票，金先生说：“以前经
济条件好的时候经常做一些善事，我一
直都相信好人有好报，买彩票也算为公
益事业贡献绵薄之力，最重要的还是要
保持平常心。” （杨惠明）

守号五年获大奖
靠的是颗平常心

5月 26日，140多名小球手挥拍郑州辉煌乒乓培训基地，参加2019年“地表小魔王”全国青少年乒乓球分区赛
华中赛区9岁—10岁年龄组的比赛。本次比赛由中国乒乓球协会指导，在全国分7个赛区以及男、女各四个年龄
组进行，向所有7岁—15岁的小球员开放报名，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青少年乒乓球赛之一，各年龄段的男、女前
四名将进入总决赛。⑥11 本报记者 黄晖 摄

19 日，一个看似极其普通的日
子，却被杜康演绎成了一场场美酒爱
好者的狂欢节！

为了让消费者体验杜康美酒的
魅力，回馈消费者的支持与厚爱，杜
康发起了“万瓶美酒免费喝”的美酒
节活动：在每月 19日这天，凡在指定
餐饮店消费达到一定标准，每桌即可
获赠指定杜康美酒2瓶。

万瓶赠饮
杜康美酒节欢乐开启

据了解，活动城市从 2018 年 11
月 19 日正式启动时的郑州市、洛阳
市、汝阳、伊川四城，目前现已扩展
到郑州市、洛阳市、汝阳、伊川、偃
师、孟津、中牟、汝州、长葛、长垣、通
许、舞钢 12 个城市。经过了近半年
的运行，19日“要酒日”这一 IP 已深
入人心，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俨然成
为杜康在市场运作方面体验营销的
完美案例。

对于举办“杜康美酒节”的初衷，
洛阳杜康控股销售公司总经理柳向
阳表示，2017年 6月 19日河南省委、
省政府提出豫酒振兴的转型发展大
计，为纪念这一重要时刻，洛阳杜康
控股推出了“高端豫酒典范·酒祖杜
康小封坛”，同时，把 19日定为“要酒
日”，开展每月的19日“万瓶”杜康“赠
饮”活动，多城联动，万瓶赠饮，让河
南人为河南而骄傲，助推中原经济更

出彩。“杜康美酒节”的开展，旨在传
播悠久的杜康美酒文化，让消费者体
验杜康美酒的魅力，激发公众热爱杜
康酒的热情，让杜康品牌形象更加栩
栩如生，昂然屹立于美酒之林。

美酒之美，在微醺、在小醉。而此
番杜康控股拿出10000瓶好酒在多座
城市同时开展赠饮活动，就是为了与
消费者更深入的接触，通过每个人的
切身体验来彰显杜康之美。对此，柳
向阳表示，“品牌 IP化”和“消费场景
化”逐渐成为白酒企业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实现目标消费者心智占有的有
效途径。杜康期望通过跨界合作，创
新品牌战略，将“杜康美酒节”打造成
白酒行业内具有鲜明特色和影响力的
IP品牌符号，构架起与消费者之间的
沟通桥梁。以实际行动不断推动豫酒
产业繁荣，承担豫酒振兴使命。

正如业内人士所表达的那样，品

质与品牌兼具，文化与历史共存的杜
康美酒抓住豫酒振兴机遇，通过各种
活动和营销助力豫酒振兴，而多城联
动的“杜康美酒节”显然是一次有效
的尝试。

超值回馈
消费者纷纷为杜康点赞

的确，对于爱酒人士来说，美酒谁
人不爱？对于自己不怎么喝酒，但场
景所需也要喝两杯的朋友来说，好酒
的体验价值更为重要。杜康作为豫酒
当中的佼佼者，在全国乃至全球都有
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仅仅是因
为其“酒祖”的头衔和厚重的历史文化
沉淀，还有闻名于世的杜康玄武古泉，
千年古桑下褐红色窖泥，传统的酿造
工艺，亚洲最大的地下酒窖……无论
是酿还是藏，杜康天生就有令人羡慕
的美酒基因。

一位参加过“杜康美酒节”活动
的王先生表示：“以前喝杜康要自己
买，这次喝杜康免费，‘杜康美酒节’
办得好！让咱们自己河南的牌子和
河南本土的消费者，走得更近了！”

值得一提的是，与第一季稍显不
同，第二季“杜康美酒节”不但赠酒品
质有所升级，其中的一款赠酒由老酒
祖杜康12窖区升级为新酒祖杜康12
窖区，同时，还有机会获得“醉美杜康
体验游”名额！

全新酒祖杜康12窖区更好品质，
50年窖龄老池酿制。杜康的50年窖
龄老池，经50载不间断培育和养护，栖
息着多种有益微生物群，在杜康酒发酵
的过程中，产生近百种呈香呈味物质，
从而保证酒祖杜康的醇厚甘美。

“新12窖区的酒，喝着比较顺，更
好入口。”在 5 月 19 日的“杜康美酒
节”活动现场有客户评价道。

酿一瓶品质优秀的好酒，做一场
惠及消费者的好活动。杜康相关人
士表示，在豫酒振兴的风潮下，杜康
以实际行动，践行回馈广大消费者的
承诺，未来“杜康美酒节”将以更大的
决心，更大的力度，把活动扩展到更
多的城市，覆盖到更多的消费者，让
喝杜康成为一种潮流。 （孟振峰）

万瓶赠饮 香醉中原
杜康美酒节席卷全省12个城市

美酒节启动仪式现场

消费终端宣传随处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