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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迎民族盛会 庆70华诞

体育彩票公益金
助力濮阳建设“极限运动之城”

□本报记者 黄晖 李悦

再过几天，一场以体育为“媒”的民
族团结盛会就将在郑州拉开大幕，郑州
奥体中心炫丽亮相，郑州市体育场、体
育馆改造一新……我们身边不仅盛会
气息渐浓，体育的话题也渐渐热起来，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的体育话题——全民健身。

场地建设解决健身硬件

“天天星期天，天天像过年。”8 月
28 日，南阳市白河边的一块小广场上，
一位姓崔的大爷说起退休生活，两句话
就把记者们逗得前仰后合。白河边这
条长长的健身步道，中间还点缀着健身
路径和广场，退休的崔大爷常来这里跳
舞。“这儿条件好，离得又不远。”崔大爷
说。

从小广场顺阶而下，走不远就是一
块“空竹乐园”。“这地面是特殊处理的，
空竹不容易摔坏。”正和老伙伴们抖空竹
的南阳市抖空竹运动协会会长金维国告
诉记者，这块场地是南阳市体育局用体
彩公益金修建的，“有了这么好的场地，
大家玩空竹的热情大大提高了。”

两个小场景，传递着全民健身运动
推进过程中的一个简单道理：场地设施
简陋、又远又拥挤等问题，是很多人不
愿“动起来”的重要原因；而健身场所充
足便利、稳定开放和设施条件良好，则
是全民健身顺利推进的保障。也正因
如此，我省 2016 年 11 月 10 日公布的

“十三五”期间全民健身行动纲领——
《河 南 省 全 民 健 身 实 施 计 划（2016—
2020 年）》（以下简称《计划》）中，明确
提出“加强场地设施建设，夯实全民健
身硬件基础。”

两年多过去了，来自省体育局的材
料显示，如今在河南，不仅像白河岸边的
这类户外健身场所在全省处处开花，以
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为主的“两场三

馆”建设也在各省辖市和有条件的县铺
开，88%的省辖市、67%的县（市）建成或
在建“两场三馆”，城市社区健身设施覆
盖率达到 90%，乡镇健身工程覆盖率达
到100%，部分市、县已经建成了“15分钟
健身圈”。据统计，截止到 2018年底，全
省共有各类体育场地 10.2万个，其中“两
场三馆”459个。在农村，行政村农民体
育健身工程覆盖率已经达到 93%，为
2019年实现贫困村体育健身设施全覆盖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科学服务打造健身软件

跳绳双摇、沙球掷远、健身球带球
爬行……8月 24日，全国体育行业职业
技能大赛河南省选拔赛在郑州龙湖全
民健身中心火热开战。“这次比赛对我
来说意义重大，我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提
升自己，最重要的是能够取得相关职业
证书。”来自开封的参赛选手王建法告
诉记者。

赛事承办方之一、省社会体育管理
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大赛以‘岗位练
兵、服务全民健身’为主题，对推动以职
业社会体育指导员为代表的体育行业
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全民健身国家
战略的实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
义。”

如果说健身场馆设施是服务全民健
身的“硬件”，那么为群众提供科学健身
指导和健康评价无疑是全民健身中的

“软件”。全民健身的深入开展，进一步
催生了健身人群对健身健康服务的需
求。而在这方面，我省的发展势头同样
不错。

据了解，目前我省拥有县级以上体
育社会组织 4429 个、体育俱乐部 1103
个。更值得一提的是，引导群众科学健
身的主力军——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队伍
也在不断发展壮大。根据《计划》，到
2020年，我省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要达
到 25 万人以上，现在这个目标已经提

前实现，河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已
经达到 27.1 万人，他们奔忙在全省城
乡，引导着近 4.3 万个健身站点开展体
育活动，为群众带来科学的健身理念和
方法，保障了我省全民健身广泛、科学
的推进。

特色赛事提高健身魅力

方便的健身场地调动了更多人的健
身积极性，科学的健身健康服务保证了
健身人群的健身效果，而丰富又充满特
色的赛事活动，无疑是在此基础上又提
高了全民健身的吸引力，扩大了全民健
身的影响力。

河南地处中原腹地、坐拥“三山两
河”，在丰富的历史、地理、文化以及传统
体育资源加持之下，以一条赛道连接两
大古都的郑开马拉松，以得天独厚的地
理优势打造而成的横渡母亲河活动，以
少林武术和太极拳为主角的国际少林武
术节、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以跨越
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三大山脉为亮点

的“三山同登”以及依托河南丰富山水旅
游资源的环中原自行车赛、根植于中原
深厚乒乓球传统的乒动中原乒乓球大众
公开赛，均成为特色浓郁、吸引力极强的
全民健身品牌赛事，影响力更是辐射至
周边省份。而河南省围棋段位赛、体育
舞蹈锦标赛、城市坐标定向赛、舞动中原
广场舞大赛、全民龙舟大赛等一批传统
赛事和新创办的精品赛事也是好戏连
台，持续散发着魅力。

与此同时，河南省体育局还坚持实
施一市一品牌、一县一特色、一乡一亮
点、一村一项目的“四个一”精品工程，针
对不同层次、不同人群、不同类型的群众
需求，引导各级体育部门开展丰富多彩
的赛事活动，不断加大赛事供给。

赛事特色鲜明、供给丰富，带动了河
南健身人群的扩大。据统计，目前全省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已达到 3200
万人，而根据《计划》，到 2020年，我省城
乡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要达到
3500万人。河南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
了。⑥1

软件硬件越来越齐全 特色赛事越办越丰富

河南全民健身 多管齐下帮您“动起来”
“公益体彩 出彩中原”系列报道

□本报记者 黄晖 实习生 周玉琴

压腿、吊环、按摩背……每
天早晨，濮阳市颐和公园都是附
近居民健身的好去处，其中，最
热闹、最刺激的当属单杠大回
环。8月 19日一大早，已经连续
在单杠上旋转十几圈的李先生，
引来一片叫好声。人称“石锅
鱼”的渠合印，是这群四五十岁
杠友们封的“总教练”，“小区里
也有健身器材，但没这热闹，我
们 30 多人一起切磋交流，有意
思！”他说。

健身方式如此的高难度，濮
阳显得很“另类”。“濮阳是杂技
之乡，也许先天就带有挑战极限
的杂技基因。”濮阳市文广旅体
局局长苗振江说，近年来，在体
育彩票公益金的大力支持下，我
们打造完成了遍布城乡的“10分
钟健身圈”，举办了一系列全民
健身项目，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
提高，健身意识的增强，建立在

“杂技之乡”基础上的滑板、小轮

车等极限运动项目成长迅速。
在国家、省、市体育彩票公

益金的大力支持下，濮阳建成了
国内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奥
运项目的极限运动基地，承办了
2019年中国极限运动大会。在
基地，刚刚在二青会上斩获俱乐
部 BMX 小轮车乙组铜牌的 14
岁小将袁凌杰，正进行赛前热
身，从杂技演员到极限运动员，
到入选省队，成为教练眼里最具
潜力的选手，他仅用了一年。“以
前是自己翻跟头，现在是带着小
轮车一起翻跟头。将来，我想为
国家、为河南拿一枚奥运金牌！”
少年腼腆地表达着“雄心壮志”。

“我们向国家输送的小轮车
运动员，夺得了全国冠军；进入
国家队的 30 多名雪上运动员，
在二青会上全部进入决赛，取得
4枚金牌。”苗振江介绍说，下一
步，他们计划将滑板、小轮车等
容易入门、对器材要求不高的项
目，在中小学推广，打好未来人
才储备的基础。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9 月 3
日，2019 年河南省第十三届老
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健身气功交
流活动在南阳市体育中心体育
馆拉开帷幕，共有来自全省的26
支代表队 231 名健身气功爱好
者报名参赛。

本次交流活动是由河南省
体育局、河南省委老干部局、河
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设集
体、个人和团体三大项，将交流
国家体育总局缩编为 6 分钟的
健身气功普及功法和新功法。
出席开幕式的省老年人体育协
会副主席王书义表示，省老体协
举办此次交流活动，其目的是为
广大练功群众搭建起一个更加

广阔的交流展示平台，并推动健
身气功运动技术水平的进一步
提高。

据介绍，河南省老年人体育
健身大会，是四年一届的全省老
年人体育健身盛会，是全省老年
体育发展成果和老年人健康水
平、精神风貌的一次集中展示。
省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共设置
门球、围棋、钓鱼、广场舞等 16
个项目，本次交流活动是大会的
第 13个项目。为了筹备好本次
交流活动，南阳市老年人体育协
会精心筹划、周密安排，现场安
保、医疗、志愿服务等方面全部
安排到位，为广大老年运动员的
参赛创造了良好环境。⑥9

省第十三届老健会
健身气功交流活动南阳开赛

全民健身日活动上的瑜伽展演。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全新12区 更好品质”酒祖杜康全新产品系列解读之一 综合篇

新产品上市，杜康控股也再次开启了豫
酒振兴加速器，而见证了新品上市的省内经
销商和消费者，更是对新产品及公司未来的
战略发展充满了信心，并纷纷给予点赞。

河南瑞铭实业商贸总经理邝留锋代表
经销商发言时说：作为酒祖杜康郑州市区经
销商之一，深刻感受到了杜康的变化——产
品品质上，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买杜康
酒、喜欢喝杜康酒；客户服务上，公司领导和
业务人员对客户的建议及意见反应越来越
迅速，对市场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越来越
高；市场推广上，公司投入、政策稳定，一直
在扎扎实实做市场。这些都给了经销商更
多信心。

河南省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副会长蒋
辉，则从消费者层面谈了自己的看法。他
说，电影、电视里，杜康酒无处不在。酒祖
杜康 12 窖区历经 10 年在消费者中依然这
么受欢迎，说明了酒祖杜康 12 窖区的品质
是没有问题的。酒祖杜康 12窖区再次升级
后全新上市，希望消费者积极去认识它、体
验它、接受它，以实际行动支持杜康复兴，
豫酒振兴。

来自政府和行业协会的领导，则对杜康
控股寄予厚望。省工信厅食品办主任许新
表示，在政府提出“豫酒振兴”以来，杜康控
股积极响应号召，坚守以品质为核心的工匠
精神，一生酿一坛好酒的初心，投入重金夯
实市场，在品质升级、文化创新、营销策划、
品牌传播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相信
随着杜康的成长，不仅能让更多人领略中国
白酒文化的魅力，也能为河南的经济社会发
展带来更多新活力。

洛阳市工信局副局长石利强则表示，作
为洛阳名片，厚重的杜康酒文化是历史对于
洛阳的馈赠。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杜康
积极响应政府“豫酒振兴”的号召，从品质升
级、营销创新、文化传承等多方面努力，不断
取得新发展。希望杜康全力开拓根据地市
场，让更多人认识杜康，爱上洛阳。

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在中秋答
谢会上致辞时表示，希望杜康控股借助“豫
酒振兴”这一契机，更好地打造“品质杜康、
文化杜康、责任杜康、科技杜康”，在豫酒振
兴中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与使命，担当起豫酒
走向全国的重任。

升级品质 打造单品 彰显杜康振兴决心

2009年，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称“杜康控股”）开始实施全面的杜康品牌复
兴战略，公司确立了实现“酒祖”杜康品牌价
值回归的目标，“酒祖杜康”这一高端新品应
运而生，并承载起企业文化挖掘与品牌再造
的战略重任。

根据规划，杜康控股依据生产基地中窖
池的使用年限不同和原酒储存时间不同，对
产品进行品质分类和甄别，相继开发出酒祖
杜康系列产品，并创造性地提出一种全新的
高端白酒品牌主张：分区窖藏。酒祖杜康
12窖区就是其中的主力产品，它选取窖龄
40年以上的窖池所产原酒，经 12年储藏之
后勾调生产所得，并为酒祖杜康系列产品树
立了品质标杆。

除此之外，酒祖杜康 12窖区采用了独
特的玄武古泉水，窖池源自千年古桑树下的
褐红色细泥古桑培育而成（桑泥古窖），由有
36年白酒酿造经验的中国白酒大师张献敏
亲手勾调，并在恒温恒湿的亚洲第一大地下
酒窖历经岁月沉淀，最终造就了该酒可复制
的产品口感和品质。

10年过去，酒祖杜康 12窖区以其优良
的品质、大气的包装、适中的价格，在杜康全
系列产品中一枝独秀，获得消费者广泛好评，

并且成为豫酒主力大单品之一。截至2018
年年底，酒祖杜康12窖区在公司整体销售占
比达到30%，成为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司引
以为傲的大单品，并带动了“酒祖杜康”全系
列产品乃至公司全系列产品的销售。

如今，在豫酒振兴大形势下，洛阳杜康
控股有限公司正稳步向前发展，酒祖杜康
12窖区也再次承担起了复兴杜康品牌、助

力豫酒振兴的重任，杜康控股对这个大单品
也寄予了更多的期望。据公司品牌部相关
人士介绍，公司确定的目标是，力争实现酒
祖杜康12窖区单品销售10亿元，使酒祖杜
康在豫酒企业中再上一个新台阶，为豫酒振
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此背景下，酒祖杜康 12窖区在上市
10年后，到了蜕变升级再次出发的关口。

■十年沉淀，成就单品

4月 2日，“信为本，荣与共；齐携手，赢
未来”酒祖杜康战略合作客户续签大会暨新
品上市发布会在洛阳广播电视中心一号演
播厅举行，会上历经赖登燡、张献敏两位白
酒大师数年潜心研发的酒祖杜康12窖区全
新产品首次亮相。

此后 5个月里，几经酝酿和筹备，随着
中秋和国庆双节的临近，传统白酒消费旺季
来临，酒祖杜康12窖区全新产品正式上市，
并出现在了杜康控股的各个推介活动现场，
如“豫酒中原行”洛阳、南阳、郑州站活动，8
月 23日的“豫酒振兴、杜康当先”汝阳县品
牌推介会，8月 25日的“感恩同行、共赢未
来”2019郑州市区中秋答谢会，9月 3日的

“强化培育、务实重构、共享未来”2019洛阳
市区杜康核心客户中秋答谢盛典等，成为活
动现场最亮眼的明星。

那么，全新的酒祖杜康12窖区，究竟在
哪些方面进行了升级呢？

一是品质升级。这是此次升级的重点，

10年来杜康控股“分区发酵”和“分区储藏”
概念享誉业界，根据窖池的使用年限不同和
原酒储存时间不同，打造不同档次的酒祖杜
康产品，而酒祖杜康 12窖区采用的是窖龄
更长的 50年老池酿造，从而使得产品入口
更加柔和、窖香更加浓郁，醒酒更快、更舒
适。在此之前，经过了上万人次的品试，消
费者饮后普遍反映“口不干、舌不燥、醒酒
快、不头疼、不耽误工作”。

二是包装升级。对比升级前后的酒祖

杜康12窖区包装，升级前的以红色为主，升
级后的以蓝色为主，整体画面更加简洁，也
使产品显得更加低调、典雅。新包装还打破
了原有的形式感，将主体字横式摆放，增加
了包装的时尚感，同时将传统的饕餮纹以弧
形呈现，好似出生的太阳，整套包装将传统
元素时尚化，简洁大气，突破了酒祖杜康的
固有形式，给人耳目一新、清新脱俗之感。

新品重装上市，全新的市场规划也随之
出炉。据杜康控股销售公司总经理柳向阳介
绍，2019年，是杜康实现转型发展的关键之
年，是杜康新三年、新模式、大变革、大未来的
开始之年，杜康围绕品质提升、品牌塑造、产
品升级、消费培育、市场渠道重建、加大原酒
储存量、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开展工作。

谈到产品战略，柳向阳强调，将坚持
“双聚焦策略”不动摇：一是聚焦酒祖杜康
系列不动摇，同时加大力度培育全新的酒
祖杜康 12 窖区大单品。二是聚焦核心市
场不动摇。

■全新升级，重装上市

■各方点赞，彰显信心
□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朱西岭

中秋前夕，杜康携手经销商在

省会郑州、东都洛阳等地相继举行

了多场 2019 中秋答谢会。会上，经

10年岁月沉淀再次全新升级的酒祖

杜康 12 窖区，一经亮相就赢得一片

喝彩，给杜康的节日市场注入一针

强心剂，越来越多的经销商开始销

售杜康、青睐杜康，越来越多的消费

者开始选择杜康、购买杜康，答谢会

异常火爆的场景也展现了杜康强势

归来的决心。

杜康控股销售公司总经理柳向阳作中
秋动员讲话

郑州市场中秋答谢会现场

酒祖杜康12窖区新品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