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公开选拔2 0 名

省直副厅级领导干部

报名时间：8月14日至19日

本报综合消息 (记者 任

宪成)� 8月10日， 河南省公开选

拔领导干部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

一次会议， 安排部署面向全省公

开选拔20名省直副厅级领导干部

有关事宜。

本次选拔的省直副厅级领导

干部包括：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

委组织部副部长、 省委宣传部副

部长、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省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副

主任、 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省委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书

记、 省委老干部局副局长、 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河南日报社） 副

社长、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

任、 省教育厅副厅长、 省民族事

务委员会副主任、 省公安厅副厅

长、 省监察厅副厅长、 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 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副局长、 省统计局副局

长、 省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

室副主任、 共青团河南省委副书

记各1名。

按照《河南省2012年公开选

拔省直副厅级领导干部公告》，凡

本省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中央

驻豫单位现任副厅级、 正县处级

职务干部， 现任副县处级领导职

务4年以上干部，国有企业、国有

控股企业及其他单位相当于上述

职务的在职人员， 具有正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的在职人员， 同时具

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满5年以

上工作经历的，均可报考。河南省

公 选 办 网 址 ：http://2012hngx.

dahe.cn。

报考党群部门职位的须是中

共党员； 报考河南省民族事务委

员会副主任的须是少数民族干

部； 报考共青团河南省委副书记

的须33周岁以下。

选拔程序包括网络报名、资

格初审、笔试、资格复审、组织考

察、面试、决定任用等。

报名时间为2012年8月14日

至19日。

省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表示， 整个

选拔过程实行全程公开。从报名、

资格初审、笔试到资格复审、组织

考察、面试、任用等各个环节的情

况和信息， 都及时通过新闻媒体

对外公布， 主动回应干部群众关

切，做到公开透明、阳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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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福建商会成立大会举行

丁巍杨京伟魏小东会见陈玉书黄毅龙一行

本报讯 （记者 王利英 马飞）8月11

日下午， 鹤壁市福建商会成立大会在鹤壁迎

宾馆举行， 全国政协委员、 香港福建社团联

会名誉会长、 香港繁荣集团董事长陈玉书，

世界闽商联合会创会会长黄毅龙等500余名

闽商和嘉宾出席会议。 市委书记丁巍， 省委

统战部副部长、 省工商联党组书记杨京伟，

市长魏小东， 省工商联副主席赵纯武， 市委

常委、 副市长刘新勇， 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

长于燕，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文涛， 市政

协副主席常六， 市政协副主席、 市工商联主

席张洪波到会祝贺。 会前， 丁巍、 杨京伟、

魏小东会见了陈玉书、 黄毅龙一行。

会见中， 丁巍对陈玉书、 黄毅龙一行前

来参加鹤壁市福建商会成立大会表示热烈欢

迎， 对鹤壁市福建商会的成立表示衷心的祝

贺， 对各位闽商为鹤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

贡献表示诚挚的感谢。 在简要介绍了鹤壁基

本市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 丁巍指出，

一个地方的发展， 不仅要靠自己， 更重要的

要靠开放， 一个城市的开放程度决定其发展

的成效。 鹤壁是一个开放的城市， 改革开放

30多年来，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 一步步地

由小到大， 产业得到了升级， 城市得到了扩

建，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提升， 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客商来到鹤壁谋求发展。 长期以来，

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 不仅以爱拼

才会赢的精神促进了自身的发展， 还在自身

发展的过程中直接参与、 支持了鹤壁的发

展， 无论是陶瓷产业、 服装产业、 建筑产

业、 食品产业， 还是循环经济产业和旧城改

造领域， 都有闽商活跃的身影， 为鹤壁经济

社会发展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今天鹤壁市福

建商会成立， 既是闽商在鹤壁长期发展的积

累， 也是双方在原有合作基础上的一种提

升、 一种发展， 更是鹤壁对外开放很好的桥

梁和纽带， 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市福建商会

的成立， 建立了一个闽商共同创业、 抱团发

展的平台， 创造了一个闽商了解鹤壁、 支持

鹤壁发展的平台， 也为市委、 市政府提供了

一个在原有基础上更好地为闽商服务的平

台。

丁巍希望闽商与鹤壁携起手来， 实现共

同发展。 他说， 这种发展， 不仅仅指鹤壁自

身发展， 也不仅仅指闽商企业发展， 而是社

会经济的发展， 为社会尽责任的发展， 市

委、 市政府将在原有基础上全力提升服务，

使每一个朋友在鹤壁都能安下心来， 放心发

展， 放手发展， 开拓创业， 创造财富。

陈玉书对鹤壁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 他

说， 福建是一个开放的地方， 闽商是具有开

放意识的商人， 全国各行业， 特别是医疗卫

生、 木材加工、 连锁经营等领域， 遍布闽商

的身影。 陈玉书表示， 鹤壁市有吸引我们闽

商的人文环境和发展环境， 闽商在这里发展

有很好的前景， 我们将借这次鹤壁市福建商

会成立之机， 让更多的闽商到鹤壁， 通过深

入考察、 交流， 更好地认识鹤壁， 了解鹤

壁， 更加积极地参与鹤壁的建设发展， 实现

共赢发展。

会上， 赵纯武代表省工商联对鹤壁市福

建商会的成立表示祝贺。 简要介绍了我省省

情后， 他说， 中原经济区建设前景广阔， 商

机无限， 鹤壁扩大开放率先崛起机遇良多，

希望各位闽商在河南多走走多看看， 并对我

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省、 市工商联将提

供多方面、 实实在在的服务。 希望鹤壁市福

建商会成立后， 不断完善规章制度， 加强规

范管理， 积极开展活动， 充分发挥宣传政

策、 提供服务、 反映诉求、 维护权益、 加强

自律、 以商招商的作用， 为鹤壁市的经济发

展做出积极贡献。

刘新勇代表市委、 市政府对鹤壁市福建

商会的成立表示祝贺。 简要介绍了我市市情

后，他说，鹤壁市福建商会的成立标志着众多

闽商已经在鹤壁扎下了根、安下了家，衷心祝

愿大家并肩携手、爱拼会赢，事业不断发展壮

大；开放合作、互利互赢，为鹤壁经济社会发

展做出新的贡献。 希望鹤壁市福建商会以成

立为起点，牢记创会宗旨，搭建发展平台，提

高服务质量，促进交流合作，提升企业实力，

推动经济发展。 我们热诚欢迎闽商在鹤壁多

走走、多看看，共谋发展良策，共寻合作商机，

共创美好未来。

于燕希望鹤壁市福建商会充分发挥政府

与企业的桥梁、纽带作用，找准定位、抓住机

遇、依法运作、规范发展，把商会构建成在鹤

福建企业之家，为广大闽商搭建促进合作、沟

通友谊的新桥梁，提供凝聚闽商力量、实现共

赢发展的新平台。希望商会的各成员单位、各

位理事大力弘扬闽商文化，秉持忠诚信义，发

扬敢于担当、开拓创新、艰苦创业、争创一流

的精神，发展企业、奉献社会，实现自身价值。

鹤壁市福建商会会长张庆锋表示， 商会

将带领各会员企业，遵守国家的政策法律，依

法办会，诚心诚意为闽商服务，脚踏实地，全

力以赴，不断开创商会工作的新局面。以成立

为契机，努力发挥优势，促进鹤壁与福建之间

的经济互补， 为鹤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贡献力量。

会上，杨京伟、郭文涛、常六等领导为新

当选的鹤壁市福建商会领导班子授牌。 黄毅

龙、郑小鹏被聘为商会的名誉会长。鹤壁银行

为鹤壁市福建商会授信6亿元。鹤壁市福建商

会为山城区慈善总会捐款5万元。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签约仪式， 淇滨区政

府与鹤壁市福建商会就闽商大厦项目签约，

浚县政府与香港博古（国际）文化艺术品投资

有限公司就景艺博物馆博古街项目签约，淇

滨区政府与中国闽南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就中国闽商国际建材城项目签约， 山城区政

府与福建富盛达陶瓷公司就新型陶瓷生产线

项目签约， 鹤山区政府与福建天宇投资有限

公司就污泥制取无机纤维生产新型建材项目

签约，签约总金额为28.5亿元。

让更多的闽商投资鹤壁

———访鹤壁市福建商会副会长谢振安

□本报记者 马飞

“鹤壁市福建商会的成立是全体闽商的

一件盛事，今天能够来到现场并被推选为鹤

壁市福建商会副会长，我感到非常荣幸。 ”8

月11日， 在鹤壁市福建商会成立庆典现场，

刚当选商会副会长的谢振安告诉记者。

“鹤壁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第一次来到

这里时，我就被它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宜居的

城市环境所折服。 同时，鹤壁更是一座充满

着商机与希望的城市， 有着广阔的发展空

间。”谈及对鹤壁的感受，谢振安不吝赞美之

词。

“此次成立的鹤壁市福建商会为闽商和

鹤壁之间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可以让更

多的闽商了解鹤壁、投资鹤壁，也可以让闽

商之间更好地沟通交流。”谢振安告诉记者，

鹤壁市福建商会成立以后，将致力于服务会

员发展， 积极参与到鹤壁市的经济建设中

来，并将充分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向广大

闽商宣传鹤壁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广阔的发

展空间，不断推动福建和鹤壁的经济交流合

作，为加强福建和鹤壁两地的经济发展和文

化交流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闽商在鹤壁有了“家”

———访鹤壁市福建商会副会长郑凤

□本报记者 马飞

“鹤壁市福建商会的成立标志着广大

在鹤闽商有了自己的‘家’，今后我们能够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为鹤壁的经济发

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8月11日，鹤壁市福建

商会副会长郑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用

“家”的概念阐述了鹤壁市福建商会成立的

意义。

“2010年，我就来到了鹤壁，这里发展资

源丰富，潜力巨大，经过几年的发展，我们

的企业已成为国家首个地级市循环经济试

点企业。 ”郑凤是鹤壁洁联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的总经理，她告诉记者，在鹤壁良好的

政策环境下， 她的企业自落户以来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 而她也越来越喜欢鹤壁这座

城市，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鹤壁市福建商会的成立，一定能够把

闽商的形象、闽商的精神、闽商的力量带到

鹤壁，激发出合作共赢的更大能量。 ”郑凤

告诉记者， 希望能够通过鹤壁市福建商会

这个平台让更多的闽商了解鹤壁， 让更多

的闽商加入到这个团队中来， 为鹤壁的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8 月1 1 日下午，市委书记丁巍（右三），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杨京伟（右二），市长魏小东（右一）在鹤壁迎宾馆东观景会

议室会见了前来参加鹤壁市福建商会成立仪式的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名誉会长、香港繁荣集团董事长陈玉书（左三），世界闽

商联合会创会会长黄毅龙（左二）一行。 淇河晨报记者 赵永强 摄

政府主导 群众参与 市场运作 企业代建

鹤山区确保新型农村社区

建得成住得进

本报讯 （记者 谷基磊）今

年前7个月，鹤山区结合辖区产业

发展、城乡建设等工作实际，按照

“集中、集聚、集约”（即向城区集

中、向产业园集聚、配套设施和土

地集约利用）的原则，将全区47个

行政村、12个“村改居”社区规划

整合为7个新型农村社区，规划总

占地面积3300余亩， 建成后可节

约土地1.3万亩。 目前，经过多次

修订和完善， 布局规划已基本完

成。

今年鹤山区共有续建新型农

村社区4个。 其中，北站花苑社区

被列入我市12个重点新型农村社

区，社区规划占地356.3亩，涉及6

个村、7607人，建成后可节约土地

1270.5亩。一期总投资2.5亿元，总

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目前，54栋

住宅楼主体已建成； 行政服务中

心、卫生中心、超市主体已建成；

供水、供电、供气等配套设施已完

成招标，正在加快推进。杨邑社区

总投资6亿元，总建筑面积80万平

方米，于2011年10月开工建设。目

前28栋住宅楼正在进行主体建

设，5栋住宅楼正在放线、挖槽。中

山社区A区17栋住宅楼主体已建

成，18栋住宅楼正在进行主体建

设；B区8栋住宅楼主体已建成，

21栋住宅楼正在进行主体建设，7

栋正在基础施工。 惠民社区A区

17栋住宅楼已建成， 群众已入住

新居，6栋住宅楼主体已建成，正

在进行内外墙粉刷；B区于2011

年10月开工，目前8栋住宅楼已基

本具备入住条件，18栋住宅楼正

在进行内外墙粉刷，9栋住宅楼主

体已建成。

今年新开工建设的竹林社

区， 规划占地640.5亩， 涉及13

个村、 13672人， 全部建成后可

节约土地2741.9亩。 其中一期竹

林花园小区总投资5400万元， 共

建住房900套， 于今年6月6日开

工建设， 目前8栋住宅楼正开挖

地槽。

据介绍， 鹤山区结合区情实

际，采取了“政府主导、群众参与、

市场运作、企业代建”的运作模式

和建设方式进行社区建设。 政府

牵头编制社区建设规划， 指导社

区建设， 并将争取到的上级相关

政策资金打捆用于社区建设；充

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 让群众

自筹资金用于社区建设； 并依托

江苏王房集团，借助市场资金，由

企业垫资进行代建，多管齐下，确

保了社区建设能够建得成， 村民

住得进。

加快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促进“三化”协调科学发展

谢振安

淇河晨报记者 赵永强 摄

郑凤

淇河晨报记者 赵永强 摄

获38枚金牌27枚银牌22枚铜牌， 创6项世界纪录、 6项奥运会纪录

中国创下奥运客场竞技最好成绩

据新华社伦敦8月12日电 （记者 公

兵 马向菲）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12日

的中国代表团新闻发布会上说， 中国代表团

取得了境外参赛奥运会的最好成绩。

刘鹏将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的运

动成绩归纳为三个特点， 其一是取得境外参

赛奥运会的最好成绩。 他说， 截至目前， 中

国代表团共获得38枚金牌27枚银牌22枚铜

牌， 奖牌总数87枚， 排名金牌榜第二和奖牌

榜第二， 创6项世界纪录、 6项奥运会纪录。

从项目分布来看， 中国代表团在11个大项上

获得了金牌， 在17个大项73个小项上获得了

奖牌， 取得了境外参赛奥运会的最好成绩。

刘鹏表示， 第二个特点是项目结构有所

优化， 一些项目的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 传

统项目发挥正常， 整体取得良好成绩， 乒乓

球、 羽毛球、 跳水、 体操、 举重、 射击、 蹦

床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共获得27枚金牌， 占

代表团金牌总数71％。 潜优势项目取得新进

展， 帆船、 击剑、 拳击、 跆拳道、 自行车、

花样游泳、 射箭、 摔跤等潜优势项目共获

得5金7银6铜。 特别是基础大项游泳、 田径

取得明显进步， 共获得6金2银7铜， 占代表

团金牌总数的16％。 在中国体育代表团所获

金牌奖牌中， 有8个项目是历史上首次获得

奥运会金牌， 有17个项目是历史上首次获得

奥运会奖牌。 这些反映出中国竞技体育在

项目结构调整、 促进竞技体育均衡发展上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

第三个特点是： 新老交替， 相互促进，

以新为主的队伍经受了考验。 北京奥运会

后， 各个项目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 中国代

表团中有62％的运动员是第一次参加奥运

会。 乒乓球继北京奥运会后再次包揽奥运

会全部4枚金牌， 羽毛球首次包揽奥运会全

部5个项目的金牌。 跳水、 举重、 体操、 蹦

床、 拳击等获金牌项目保持或创造了境外参

赛奥运会的最好成绩。 射击、 跆拳道项目也

取得了良好成绩。 在中国代表团中， 有11位

雅典和北京奥运会冠军在伦敦蝉联金牌， 更

为可喜的是， 在中国代表团已经获得的金牌

中， 有23枚是由首次参加奥运会的年轻选手

获得， 他们成为中国竞技体育的新生力量。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以人为本外交为民 有力维护公民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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