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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日，记
者从在郑州召开的 2019 年全省老
年人体育工作会议上获悉，河南省
第十三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将于
今年5月～10月举行，开、闭幕式将
分别在三门峡市和濮阳市举行。

本届老健会由省体育局、省委
老干部局、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主
办，有关省辖市、县（市）人民政府
及体育（教体）局、老干部局、老年

体协承办，省体育局相关项目运动
管理中心、单项协会协办，设置了
老年门球、乒乓球、柔力球、气排
球、象棋、围棋、桥牌、太极拳（剑）、
健身球操、健身秧歌、钓鱼、台球、
网球、健身气功、持杖健走、广场舞
等 16 个大项的健身展示交流活
动，预计将有 8000名运动员、教练
员、裁判员等参加，是历届老健会
参赛规模、项目数量之最。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记者获
悉，有“小春晚”之称的《我们的中国
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东西南
北贺新春”》特别节目，2019年设立
了四个分会场，分别是河南郑州、内
蒙古锡林郭勒盟、四川眉山、广东湛
江。其中郑州分会场设在河南艺术
中心，今日开始录制节目。

据了解，本次晚会将邀请殷秀
梅、陶喆、刘涛、吉克隽逸、坤音四
子、范军、任鲁豫、朱君垚等众多明
星与 1200 余名观众录制，为全国
观众烹制一场视觉盛宴。其中，河
南本土的 9岁小童星朱君垚，将以
嘉宾的形式登台亮相，届时朱君垚

将与范军、王广成、任鲁豫、朱迅共
同表演 一个舞蹈串烧节目，目前正
在紧张地彩排中。

如今在北京求学的朱君垚在
国内已经是一名人气小童星，她表
示很荣幸能够以一个河南小艺人
的身份代表家乡亮相央视“小春
晚”，“未来的道路还有很长，我一
定会不断努力，不断提高自己，希
望能够多多参与家乡的活动，为家
乡增光添彩。”

据悉，今日开始录制的央视“小
春晚”按往年惯例，将于腊月二十九
在 CCTV-3黄金档和 CCTV-1分
别播出，喜欢的观众记得准时收看。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2019
年刚刚来到，近日，记者从河南省
彩票中心获悉，2018 年中国体育
彩票在我省的年销量实现 180 亿
元 的 历 史 新 纪 录 ，累 计 销 售
180.12 亿元，为社会筹集公益金
41.89 亿元，同比增幅 36.89%。我
省的体育彩票历史销售总量和体
彩 公 益 金 筹 集 总 量 也 分 别 达 到
935亿元和 252亿元。2018年我省
筹集的体彩公益金，有 20.94 亿元
用于我省的体育和各项公益事业，

有 12.56 亿元用于补充全国社保
基金。

2018年，河南省体彩中心组织
开展了捐助 47所小学体育器材、为
25所小学开设快乐体育课堂、捐助
120名优秀贫困大学生、救助 48个
急难群体和家庭、捐助贫困和受灾
群众、公益植树绿化环境、支持全民
健身活动等各类公益活动和赛事支
持 19项 182场次，组织人员直接参
与活动3600余人次，直接受助和受
益人群1.9万余人次。

本报讯（记者 陈凯）今 日 ，
2018—2019 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
赛第二阶段排位赛 D 组展开第七
轮的争夺，河南银鸽投资女排将客
场挑战浙江女排，面对曾经战胜过
的对手，河南女排的姑娘们期待着
再度获胜。

上一轮比赛，面对 D 组排名第
一的八一女排，河南女排经过 5局
苦战最终在客场以 2∶3告负，尽管
输了球，但是姑娘们的表现可圈
可点。目前，河南女排以 4 胜 2 负
的战绩暂列 D组排行榜第二位，浙
江女排目前的战绩与河南女排相

同，不过该队在胜局小分上差 2局
而排在第三位。此前，河南女排
曾在漯河主场以 3∶0“零封”浙江
女排，此番客场再战对手，心理上
应该占据优势。不过，浙江女排
的整体实力并不弱，此番 又 是 主
场作战，再加上又关乎本赛季联
赛的最终排名，因此这场比赛对
于 河 南 女 排 来 说 绝 对 是 一 场 硬
仗。若想奏凯，河南女排除了阵
中 两 位 外 援 贝 尔 和 K.罗 尔 夫 岑
全力发挥外，其他的本土球员也
必须提供充分的支持，此外，队伍
在防反环节上也要精益求精。

本报讯（记者 陈凯）2分球命中
率不高，心态失衡，河南伊川农商银
行女篮又吃到一场败仗。昨晚，
2018—2019 赛季全国女子篮球联
赛（WCBA）展开了常规赛倒数第
四轮的争夺，河南女篮做客陕西渭
南，面对整体实力不及自己的陕西
女篮，球队发挥欠佳，最终以 71∶
76 惜败于对手，遭遇三连败的同
时，也在季后赛“门票”争夺战中陷
入被动。

比赛开始后，面对排名几乎垫
底的对手，整体实力占优的河南女
篮却打得十分被动，队员们急于赢
球的想法导致心态失衡，进攻频频

“打铁”。整场比赛，河南女篮仅仅命
中 了 16 个 2 分 球 ，命 中 率 仅 为
37.21%，比陕西女篮的 2分球命中
率足足低了近12个百分点。半场结
束时，河南女篮以25∶33落后与陕西
女篮。

下半场，河南女篮依旧未有起
色，队中除了外援道森发挥稳定外，
其余本土球员表现均不理想，第三
节结束时，河南女篮落后分数已经
扩大到 14分。最后一节，河南女篮
如梦方醒，终于稳定心态开始奋起
直追，无奈胜利的天秤此时已经倒
向陕西女篮，队伍始终无法逾越 5
分的差距。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踏 着
2019年新年的脚步，今日，是郑州
市球迷协会成立 32周年的“喜庆”
日子，为了给这个我省最早的球
迷 协 会 组 织 助 兴 ，河 南 省“ 郑 协
杯”五人制足球赛将在建业足球
小镇隆重启动，届时，来自省会郑
州男人帮队、新闻媒体队、山娃白
堽队以及博悦足球队等四支球队
展开捉对厮杀。

今天，郑州球迷协会在建业足
球小镇举行盛大年终总结表彰会，

届时全省球迷代表，建业俱乐部高
层以及郑州球迷协会的数百名会员
将汇集建业足球小镇，回顾走过 32
年的风雨历程并进行了交流和互
动。总结会将全面回顾了 2018 年
各项工作，讨论 2019年球迷文化建
设的相关议题。会上还将对表现突
出的球迷代表给予表彰奖励。

作为河南建业足球队的坚实后
盾，郑州市球迷协会一直致力于建
业球迷文化的全面建设，力争成为
建业队最佳第12人。

WCBA：河南女篮遭三连败

客战浙江女排

河南女排期待再胜对手

河南体彩创销售新纪录
2018年销量突破180亿

助兴郑州市球迷协会成立32周年

省五人制足球赛今日开战

央视“小春晚”今日郑州开录

龙永图点赞郑州发展“速度超乎想象”
支招企业如何开放创新，跑出“加速度”

郑报融媒记者 赵柳影 肖雅文 实习生 邓彦雯 文 马健 丁友明 图

新华社阿布扎比1月11日电 国
足很长时间没有这么轻松过了：面对上
逼的菲律宾球员，上半场出现过失误的
守门员颜骏凌还玩起了过人；谢场时，
国足队员高举双手，频频和球迷互动几
分钟……凭借武磊的两个进球以及于
大宝的继续神奇，国足 11日在阿布扎
比 3∶0完胜菲律宾，率先在亚洲杯B组
中出线。

尽管上一场比赛中肩部受伤，但新
晋中超最佳射手武磊本场依旧打开了
进球账户，他在第 40和第 66分钟连下
两城，为中国队打开胜利之门。有着福
将之称的于大宝也继续扮演杀手角色，
替补上场后第一次触球就进球了。目
前，武磊、于大宝和伊朗的塔雷米、印度
射手切特里、日本的大迫勇均进两球领
跑射手榜。

目前在 B组中，中国两战全胜积 6
分，已经确保小组出线。

本场国足的对手菲律宾全队拥有
超过 20名归化球员，在亚洲杯第一场
比赛中，尽管他们 0∶1小负韩国，但依
旧给韩国队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也让亚
洲足坛刮目相看。尤其是他们的主教
练埃里克森曾执教过中国的广州富力、
上海上港以及深圳队，可谓对中国足球
非常了解。赛前舆论普遍认为，中国队
本场不会轻松赢球。

但本场中国队基本压制了对手，双
方的射门比是 14∶4，菲律宾下半场只
有一脚射门，还是在终场前不久禁区外
一脚毫无威胁的射门。

中国队本场队长郑智复出，阵容上

也回归了 442的传统阵型。前 20多分
钟，双方都显得比较拘束，争夺多在中场
进行。直到第 33分钟，蒿俊闵左侧起
球，吴曦后点头球擦着立柱偏出，很有威
胁。此后，中国队的进攻逐渐流畅起来。

第 40分钟，中国打出精妙配合，蒿
俊闵传球，武磊禁区边沿接球后，一脚
射向远门柱得手，1∶0！

下半场中国队打得更加积极，也创
造了更多的机会。

第66分钟，武磊自己造成前场任意
球，又以一脚漂亮的侧身扫射建功，2∶0！

武磊本可以创造本届亚洲杯的第
一个“帽子戏法”，第 79分钟，他在门前
面对守门员的射门被挡出。

接下来就是于大宝的表演时刻。

这位多次在危急中拯救中国队的前锋，
本场继续作为替补出场。第 80分钟中
国队获得角球，于大宝被换上场，结果
他利用这个角球的机会杀到禁区中央，
一个简单的进球，为中国队彻底杀死了
比赛。这也是他本场比赛第一次触球。

B 组第三轮中国与韩国的比赛将
在16日进行。

武球王发威

国足3∶0轻取菲律宾提前出线

从河之洲到“郑”中心，从内陆腹地
到开放前沿，改革开放 40年，郑州经济
发展活力十足、动力澎湃，培育了一批
享誉国内外的品牌，促进了城市的经济
发展，提升了城市的形象和知名度。

然而，在新的经济形势下，郑州本土
企业该如何持续开放创新，加速从制造
向创造、速度向质量、产品向品牌转变？

在“2018郑州经济年度品牌峰会”
现场，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全球
CEO 发展大会联合主席、中国与全球
化智库CCG主席龙永图给出了郑州发
展的“专属建议”。

点赞本土企业
支招品牌发展

对于河南人来说，三全、好想你是
再熟悉不过的食品企业，已经深深融入
我们的生活当中。殊不知，对于龙永图
而言，好想你也是他向自己母亲表达孝
心、传递爱和幸福的桥梁。

“好想你的品牌名字起得非常好，
很温暖，很有人情味。”龙永图说，自己
的母亲很喜欢吃大枣，每次看望母亲时
他都会准备一些，而面对自己带回家的
不同品牌的枣类产品，母亲都要看看是
不是好想你的产品。

借着这个温暖的小故事，龙永图表
示，河南是农业大省，在这里成长起来
的食品企业带着浓浓的“河南味儿”，很
有地方特色，而这也是郑州本土食品企

业品牌的核心。
“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对食品行业的要求越来越高，已经从吃
饱转向吃好，因此，食品企业一定要把
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守好质量和品牌
的底线。”龙永图表示。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目前中国食品
安全问题会影响食品企业的发展，对
此，龙永图表示，当前的食品安全环境，
可以倒逼食品企业回归质量初心，加快
产品创新。

对于三全、好想你等郑州本土食品
企业，龙永图十分认可，他建议，食品企

业想要保持自己高的品牌价值，必须要
与老百姓建立情感连接，只有这样，才
能持续发展。同时，品牌基本内涵中很
重要的一条便是文化，文化是责任心和
科技含量的共同体现。

提到郑州的教育行业，龙永图表
示，教育行业同样面临着消费者要求越
来越高的现状，特别是大部分家庭一个
孩子，甚至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教育上。
龙永图认为，教育者的责任很重，他希
望相关企业坚持创新、坚持开放、坚持
质量，加强校企融合，加速将学校办成
品牌。

抢抓发展机遇
助推区域经济

龙永图表示自己多次来到郑州，并
关注郑州的发展历程。龙永图说，郑州
这些年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对郑州市
去年的GDP有望突破万亿、人口跨入千
万级和正在打造“四条丝路”表示赞叹。

四十年来，郑州从陇海、京广铁路
十字路口转变为新的米字形高铁中心，
交通枢纽地位进一步加强，同时，乘着
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春风，不沿海、
不靠边的中原腹地郑州搭建了陆上、空
中、网上、海上四条“丝绸之路”，枢纽效
应逐步显现，跑出了内陆城市对外开放
的“加速度”。

对于郑州的发展，龙永图并不陌
生。他介绍自己多次来到并关注郑州
的发展，他对郑州未来的发展非常看
好，他认为未来5到 10年中国发展的内
生动力和重要推动力，就来自于郑州这
些国家中心城市和超 1000万人口的超
大城市。

龙永图希望郑州也要抓住作为中
原城市群领头羊的机遇，发挥优势、大
步向前。

参观郑报集团
为媒体融合发展点赞
在 2018郑州经济年度品牌峰会开

幕前，龙永图一行来到郑州报业集团进
行参观。

龙永图详细了解了郑州报业集团
媒体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情况。听到郑
州报业集团近几年在媒体融合方面的
步伐加快走在了全国前列，他不住地点
头表示肯定，并对郑州报业集团的发展
点赞。

2018郑州经济年度品牌峰会举行
（上接一版）接下来，郑州将在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的征程中把“品牌战略”上升
为城市的发展战略，引导全社会形成培
育品牌、重视品牌、呵护品牌的社会风
尚，提振“郑州制造”的雄风，挺起“郑州
制造”的脊梁。希望品牌能成为郑州高
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助推郑州从产品之城升级为
品牌之城。

郑州经济的发展和全国，乃至全球
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为此，活动现场
特别邀请龙永图进行主题演讲。

龙永图表示，新一年的经济形势，
在充满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挑
战，国际经济形势动荡，充满不确定性。

如何应对？他认为，国家层面坚持
在重大问题上战略方针不变，坚信经济
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国家开放发展的
大方向不会变，并且将以更开放的措施
来应对当前经济形势。

龙永图建议企业要做好三件事，一
是坚持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要拥抱
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一切推动经济发展

的力量；二是坚持对外开放，以全球视
野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坚
定地从中国制造走向全球制造，并努力
将企业打造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坚持将质量和
品牌放在第一位。

他还表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遵
守国际规则、国际标准，以便在应对全
球经济不确定性时立于不败之地。

“大咖”共话品牌发展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企业家的努力

和付出。“2018 郑州经济年度品牌峰
会”旨在弘扬中原企业家的时代风貌，
展示经济的辉煌成果，同时把握机遇，
推动企业升级改造，让更多企业做大、
做强，真正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那么，在开放的大环境中，企业该
如何不断创新，才能在多变的市场中
立足？

在论坛环节，龙永图与三全食品创
始人陈泽民、黄河科技学院创办人胡大
白、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石聚彬进行现场对话，共同探讨当前
经济形势下，企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制造向创造、速度向质量、产品向品
牌”三个转变中品牌发展之路的瓶颈与
突破等话题。

陈泽民认为改革开放政策营造了
好的发展环境，粗放型发展的时代已经
过去，现今经济发展已经由追求数量到
追求质量，从低端到高端，企业必须要怀
有工匠精神，打造自己的品牌。企业要
加强基础研发，推动高质量发展，传统制
造业也要与新技术接轨，走在世界前列。

“企业要明确品牌定位、品牌文化，
依靠产品、注重品牌和创新，把研发创
新作为核心竞争力。”石聚彬认为，企业
要善于把握宏观环境，明确国家政策，
顺应国家的战略导向，结合企业本身，
进行能源、技术装备、工艺流程、品牌文
化、人才五个方面的升级。

谈到就民办学校和企业的一致性
这个话题，胡大白认为，遵循教育规律，
也要遵循经济运行规律。近几年，国家
大力提倡产教融合，学校与企业达成良

好的合作关系，能够更好地实现学生培
养与市场需求相对接。

“郑州品牌”发布
作为本次峰会的重磅环节，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郑州品牌”从创新性、颠
覆性、前瞻性、成长性、持续性五大维度
出发，遴选出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郑州
经济转型大时代下引领商业之美、产业
创变、时代浪潮的领袖型品牌及企业。

现场，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发布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郑州品牌”：宇通客
车、郑州银行、三全食品、思念集团、好
想你、黄河科技学院、建业地产、正商集
团、鑫苑集团、嵩山少林风景区、丹尼斯
获此殊荣。

同时，郑州报业集团依据“商都郑
州”的定位，正式推出 2019郑州城市品
牌计划并进行了解读。

在随后进行的 2018行业年度大奖
颁奖环节，来自金融、地产、商业、3C、
教育、健康、旅游、汽车等领域的行业先
锋，新锐榜样分获殊荣。

省第十三届老健会
5～10月“火热”启动

亚洲杯
足球赛

武磊（右一）进球后与队友庆祝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