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竞争最激烈的五大部门
部门名称 计划人数 合格人数 竞争比例
河南储备物资管理局 2 202 101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64 1439 22.48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 77 1352 17.56
郑州海关 40 660 16.5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 411 6727 16.37

驻豫单位审核通过人数最多的五大部门
部门名称 计划人数 合格人数 竞争比例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 411 6727 16.37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64 1439 22.48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 77 1352 17.56
郑州海关 40 660 16.5
郑州铁路公安局 125 621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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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平顶山讯 从仰韶到
希腊，新丝绸之路“中华陶瓷
文化希腊之旅”拉开。20日，
希腊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赞
尼奥蒂博士亲自到河南，甄选
钧瓷、汝瓷、三彩瓷、唐代花瓷
精品到希腊展出。首站到平
顶山学院，该院陶瓷研究所所
长梅国建的作品钧瓷《淑女
瓶》和鲁山花瓷《执壶》入选。

据悉，此次“中华陶瓷文
化希腊之旅”，中华陶瓷大师

联盟组织推荐了中华八大名
窑近30位当代顶级陶瓷艺术
家，计划选出60多件当代陶
瓷艺术精品展出。为此，希腊
驻沪总领事馆和中华陶艺大
师联盟来到河南，甄选钧瓷、
汝瓷、唐代花瓷，三彩瓷的当
代大师作品。

据悉，从今年底开始，本
次选出的陶瓷作品将在希腊
亚洲艺术博物馆进行为期6
个月的展出。

“这次评议代表有300多名，
是从全省评议代表库中抽取，涉
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
派代表等各界人士。”省纪委有
关负责人说，每个参评单位可派
一名代表参与现场监督，但不参
与评议打分。

“评议对象包括省直47个政
府部门和29个公共服务行业。
评议内容包括履行职责、落实政

策、办事公开、为群众办实事好
事、治理各种不正之风、办事效
率、服务质量、遵守职业道德等
政风行风建设情况。”省纪委有
关负责人说。

本次面对面评议结果将纳
入2014年全省民主评议政风行
风综合考核结果。省政府纠风
办负责人说，他们还对18个省辖
市和10个省直管县（市）的76个

部门和行业进行了“面对面”评
议，目前，全省共完成29场“面对
面”评议活动，并形成了“面对
面”评议平均分。年底将公布综
合评议结果。对后三名的政府
部门和后两名的公共服务行业
予以通报批评；连续两次评议位
列后三名的政府部门和后两名
的公共服务行业，对其责任领导
诫勉谈话。

省政府纠风办首次对省直47个部门29个行业“面对面”评议

□记者 王迎节

本报讯 昨天，2015年“国
考”报名进入第6天。为期10天
的报名时间已过半，截至目前，
河南的报名情况如何？“豫字号”
职位中哪些最热门？哪些又遭
受“冷遇”？昨天，大河报记者向
河南中公教育了解了情况。

据中公教育统计，截至昨天
上午8点，驻豫单位通过审核人
数前3位的部门依次是：河南省

国家税务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和水利部
黄河水利委员会。统计显示，招
录比例最高的职位为河南省国
家税务局郑州新密市国家税务
局税务分局科员一职，招录1人，
目前通过人数为214人。

另外，河南所属职位中有30
个职位暂时无人报考。而在昨天
上午11点，国家公务员局考试录
用司发出特别提醒：截至昨天上
午8点，全国有1087个职位无人

通过审核。
对此，中公教育研究与辅导

专家朱子艳分析，这种看似“遇冷”
的2015国考报名，实则是增加了
报考人的“含金量”，竞争比例会小
于往年，“炮灰”也会减少。

另外，中公教育提醒：目前
报名时间已过半，此时热门和冷
门职位已经显现，各职位的报名
人数与竞争比例也清晰可见，考
生不妨多关注较冷职位以增加

“中榜”几率。

□记者 刘启路

本报讯 昨天上午，省检
察院官方微博发布消息，漯河
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舞阳县
政协原副主席、县交通局原局
长高俊涛移送审查起诉；依法
对舞阳县政府原副县长吴晓
决定逮捕。

消息称，漯河市人民检察

院决定，依法对舞阳县政协原
副主席、县交通局原局长高俊
涛（副处级）涉嫌受贿罪立案
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
已侦查终结并移送审查起诉；
漯河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依法
对舞阳县人民政府原副县长
吴晓（副处级）以涉嫌受贿罪
决定逮捕。案件侦查工作正
在进行中。

□记者 王磊

省人民会堂放了12台wifi
发射器，300多台平板电脑。这
是要干啥？这是 17 日上午的
2014年省直部门行业“面对面”
评议大会现场。来自全省的300
多名评议代表，现场用平板电脑
给省直部门行业面对面“打分”。

来自郑州的评议代表马路
（化名）拿起平板电脑，进入问卷

界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发展
改革、教育等政府部门和其他机
构。有“满意”、“基本满意”、

“一般”、“不满意”、“不了解”等
5个选项，手指轻轻一点，就能
够给对应的政府部门或行业打
分……

评议代表将评议结果上传
后，在会场两侧的两个大屏幕

里，可以实时显示每个单位的
评议结果。省纪委有关负责人
说，整个测评过程全程录像，现
场打分，现场统计，现场公布评
议结果，并由省政府纠风办负
责人、评议代表、省社情民意调
查中心负责人三方在评议结果
上签字确认。

会议开始前，不少参与代表
拍照、在朋友圈转发；评议开始
后，会场所有手机关闭。

来自三门峡的评议代表曹
红璐（化名）说，第一次对省直部
门行业打分，她感觉肩上的责任
很重。“好几天前，就认真了解这
些单位向社会承诺的内容和践

行的情况。”许昌禹州一位评议
代表说，来之前已经征求身边人
对省直部门行业的看法、意见，

“这次打分心里非常有数。”
来自建行的工作人员李女

士是单位派来进行现场监督的，
但不参与打分。她说：“我们感
觉很直观、很公平。”

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说，为防
止手机信号干扰测评，评议代表
全部将手机关闭。省纪委宣传
部门还专门派人对测评过程全
程录像，录像资料保存一年。对
被评议单位拉票、扰乱测评秩序
等违反评议纪律的行为，严格按
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核心提示 | 10月17日，省政府纠风办联合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开展“面对面”评议活动。这次评议，是
省政府纠风办第一次组织全省评议代表对省直部门行业进行“面对面”评议。“这次评议涉及省直47个政
府部门和29个公共服务行业，现场打分现场公布评议结果。”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说，本次面对面评议结果
将纳入2014年全省民主评议政风行风综合考核结果。

现场 轻轻一点，评议结果即上传至大屏幕

严谨 评议过程中，如遇拉票将追究责任

后果 连续两次评议垫底要被诫勉谈话

钧瓷《淑女瓶》将赴希腊展出

“国考”报名时间过半，“豫字号”职位国税、银监最热

冷热差别大 选报须谨慎

□记者 刘江浩

本报讯 青春靓丽、待遇
丰厚、云端工作……本月 23
日，南航将在郑州招聘100名
空中乘务员及空中安全员，往
届生也可报名。

据南航河南航空有限公司
一位人士介绍说，此次招聘不
但招聘人数远远超过往年，而
且将不再限定应届生，已经毕
业的也可参加应聘，并且没有
专业限制。

感兴趣的同学，不妨于10
月23日上午9时，去郑州大学
新校区体育馆（郑州市高新区
科学大道100号），报名参加
面试。具体招聘详细信息请
登录南方招聘网站 http://
job.csair.com查询。

民航业在许多毕业生眼
里是高薪就业方向。民航的
从业岗位除了大家熟知的空
姐空少、飞行员，还包括机务

维修、空管、经营管理、市场营
销等。

统计数据表明，去年整个
民航业中竞争最激烈的岗位
依然是空中服务，即空姐空少
的岗位，平均每个职位的竞争
人数达到37.5人。

据郑州机场某航空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空乘岗位
竞争激烈，是因为相比其他
岗位，其对学历、专业等方面
的要求相对较宽，而且薪资
条件、工作环境等都比较符
合年轻人对第一份工作的期
待。

“对民航企业来说，较青
睐的还是飞行人才。”民航业
内人士认为。今年7月份，南
航在河南招收了105名飞行
专业的学生，招收数量是历
年来最多的一次。而随着我
国飞机数量的大幅增加，民
航业对飞机维修人才需求也
骤增。

舞阳原副县长吴晓被捕

南航来郑招人，除了空姐空少——
还招开飞机的、修飞机的……

□记者 李红汛 通讯员 曹萍 文图

希腊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赞尼奥蒂博士挑选梅国建大师陶瓷作品

代表现场打分 结果当场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