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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女排准备拿高达千
万的转会费和年薪挖走朱婷的消
息不胫而走。尽管在稍后公布的
联赛转会名单上朱婷并不在列，但
许多河南球迷仍担心，面对重金诱
惑，河南女排会失去朱婷这一河南
女排历史上最耀眼的明星。

据了解，这已不是外队第一
次“觊觎”朱婷。作为一名天才的
球员，日渐成熟的朱婷自然成为
转会市场的热门人物。两年前朱
婷初出茅庐之际，时任恒大女排
主教练的郎平慧眼识珠，希望能
向河南队租借朱婷，与从江苏租
借而来的惠若琪组成国家队级的
主攻线。然而河南队不愿放人，
此事只能作罢。随后，排坛又传
出天津女排希望引进朱婷的消
息，但最终朱婷在河南注册，流言
不攻自破。

此次上海拿出千万转会费和
年薪示好朱婷，着实让河南球迷
担心了一把。放眼世界排坛，韩
国女排主将金延璟的身价在 100

万欧元以上，也就是说一千多万
元人民币。日本女排的灵魂木村
纱织加盟日本联赛后，年收入超
过 600 万元人民币。上海女排给
朱婷开出的价码是合乎情理的。

根据中国排球联赛球员交易
的强制挂牌制度，参加联赛的队
伍必须从 20名报名运动员中选择
8 名运动员挂牌，进行公开转会，
如挂牌的运动员被转出，允许补
报同等数量的运动员参加联赛。
但是挂牌球员的名单由各支俱乐
部自行决定，而强制挂牌也不是
强制转会，如果俱乐部之间谈不
拢，挂牌的球员就无法转会，因为
实际上挂牌球员能不能转会，转
到哪家俱乐部，球员自身并没有
决定权。河南省球类运动管理中
心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朱婷对
于河南队来说属于‘非卖品’，我
们不会考虑她的转会问题。朱婷
成长于河南，对河南队有深厚的
感情，目前她思想稳定，训练刻
苦，正在漯河备战 2015——2016
全国女排联赛，丝毫没有受到转
会传言的影响。”④11

上海女排千万元求朱婷？
河南球类中心回应传言：

朱婷是“非卖品”！

□本报记者 李若凡

在 刚 刚
结 束 的 女 排
世界杯上，朱
婷 为 中 国 女
排 重 夺 世 界
冠 军 立 下 汗
马 功 劳 并 荣
膺赛会MVP。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李 悦）10 月 18 日下午，
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在福州海峡奥体中
心隆重开幕。首届青运会共设 26 个大项，
305 个小项，全国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
区在内的 55 个代表团报名参加，参赛运动
员总计 7959 人，教练员 3403 人。由于青运
会参赛选手的年龄都在 13 岁到 21 岁之间，
因此本届盛会堪称全国青少年体育运动水
平的一次大检阅，同时也是检验我国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的一块试金石。
按照节俭办赛的原则以及受场地条件

限制，本届青运会将自行车、现代五项和曲
棍球 3 个项目分别提前安排在山西太原和
江苏常州举行。此外，男子足球 U18 组、女
子足球 U16 组、男子篮球 U16 组、跳水以及
柔道，都在 10 月 18 日之前结束了全部较
量，体操、网球等项目的个别决赛也在开幕
式前率先开战。

到 18 日晚，首届青运会 305 个小项中
已决出了 50 枚金牌，从先期的决赛成绩来
看，各项赛事展现出了极高的竞技水平。
而代表河南参赛的郑州洛阳两市在先期比
赛中也有不俗发挥，目前各有两枚金牌入
账。其中，洛阳的自行车运动员宋超睿不
仅和队友鲍珊菊一起，以打破女子自行车
团体竞速赛全国青年纪录的佳绩夺冠，她
个人更是在场地女子争先赛单项上折桂，

成为首届青运会女子自行车项目的唯一
“双冠王”。至于郑州代表团的马瞳，她所
获得的女子跳水个人全能金牌则创造了河
南体育的新历史。

随着首届青运会的正式开幕，郑州代
表团的 183 名运动员以及洛阳代表团的 120
名运动员将陆续登台亮相。相信在未来的
十天里，我省这些年轻的体育精英们将会
给家乡父老带来更多的惊喜。④11

首届全国青运会正式开幕
郑州代表团入场。周华 摄

洛阳代表团入场洛阳代表团入场。。周华周华 摄摄

秋高气爽，闽江拍岸。10 月 18 日，
在状若一只银色海螺的海峡奥林匹克体
育中心（题图），一场为年轻人打造的青
春 PARTY 激情上演！

一百多年前，民族英雄林则徐曾发
出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感叹，跨越
两个世纪的时光，其故土以海纳百川的
气魄，又迎接着神州各地的青年。

随着一枚寿山石印章，在一位白发
老工匠的手上完成了最后一刀，仿佛有
了生命力的“福”字印在了青运会的请柬
上。开幕式现场 1600 名男青年通过别具
一格的“福”字操向观众们展示着“福”的
十余种字体。在龙腾九州的祝福下，包
括香港、澳门代表团在内，55 个城市代表
团朝气昂扬地走过主席台前，场内 5 万名
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回应着他们的到来。

作为 55个参赛团体中的一员，郑州和
洛阳无疑是中原大地的最佳代表，此次两
个城市所选取的入场式旗手更是经过精挑
细选。郑州的旗手刘思家是宁泽涛的同门
师弟，海军游泳队的锻炼，让他颇有军人气
质，而且 9 岁才开始练游泳的刘思家硬是
通过刻苦训练，后来居上成为国内同年龄
组的一流选手，硬朗的气质以及能吃苦的
品质让他成为郑州的当家形象。而洛阳的
旗手程鹏展之所以当选，除了他身为男排
高人一等的身材外，洛阳体育局更看重的
是他本身所具备的一些特质。据介绍，在
去年的省运会洛阳队与开封队的比赛中
意外伤了脚踝，但他最终还是克服伤痛，
拖着伤脚帮助球队杀入决赛。在挑选旗
手时，洛阳体育局正是觉得程鹏展身上有
着中原人民特有的坚韧精神，才最终拍板
由他充当洛阳的城市名片。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郑州和洛阳展

示着中原儿女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质
时。身为东道主的闽江儿女也通过精彩
的节目，展现自身敢拼会赢的福建精神。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之地，福建以其
开阔的视野培养出朱熹、林则徐、严复、陈
嘉庚、冰心、林语堂、马约翰、吴传玉等一
批文化体育名人。而新中国建立后，洛杉
矶奥运会女排冠军侯玉珠、雅典奥运会女
排金牌教练陈忠和、悉尼奥运会羽毛球男
单冠军吉新鹏、雅典奥运会男子举重冠军
石智勇、北京奥运会男子举重冠军张湘祥
以及伦敦奥运会男子举重冠军林清峰，更
是家喻户晓。正是在这些奥运冠军的手
手传递之下，青运会火炬最终交到了世界
沙排名将、世锦赛冠军薛晨手中。

随着薛晨点燃了第一根火柱，火焰
欢快地“拾级而上”，最终绽放在茉莉花
状的主火炬塔上，青运盛会也在《青春
风》的激昂旋律中顺利启航！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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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陡林深检修忙

近日，信阳供电公司线路检
修人员穿行在深林中，检修 110
千伏宝滨线。110 千伏宝滨线是
110 千伏滨湖变电站的电源线，
全线 42 基杆塔，这条线路的杆塔
基本立在山林，荆棘丛生，又处于
雷区，线路原来使用的陶瓷绝缘
子极易受污染和覆冰，影响线路

抵御灾害天气的能力，影响冬季
冰雪天气可靠供电。前期几次配
合停电中，检修人员已将直线杆
塔的绝缘子更换完毕。此次，他
们利用秋季检修的机会，将其中
有 8 基耐张杆塔的 48 组绝缘子全
部更换完毕。

（甘仁伟 刘威 甘一泉）

打造“五个家庭”构建“家事诉调对接中心”

近日，许昌襄城县法院在总
结今年 6 月份以来开展的家事合
议庭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整合综
治、文明、妇联、教体、民政等非诉
调解力量通过诉调对接，构建“家
事诉调对接中心”。着力打造“平
安家庭、文明家庭、和谐家庭、智
慧家庭、幸福家庭”，创新多元化
家事纠纷解决机制。该院负责场
所及硬件建设、特邀调解员的选

任及培训等工作。县综治办协调
各方，从平安角度调处纠纷；县文
明办从精神文明建设角度调处纠
纷；县妇联从保护妇女、儿童合法
权益角度调处纠纷；县教体局从
学习知识、增长智慧的角度调处
纠纷；县民政局从有难尽帮的角
度调处纠纷。将家事诉调对接工
作开展情况纳入平安建设、文明
创建等相关考核。（葛梦阳 彭洋）

漯河开发区国税局多举措做好绩效管理工作

今年来，漯河开发区国税局在绩效管理工作中，
把上级指标与本单位实际相对接，创新工作方法、狠
抓落实，保证了绩效管理工作顺利推进，促进了各项
工作稳步提升。一是加强绩效管理分析。该局将每
月的局务会改为绩效管理分析会，分析绩效管理工作
面临的形势、具体指标完成困难因素以及解决措施，
进一步明确责任主体，推动全局各项工作的深入开
展。二是做好绩效管理基本功。该局要求各科室、分
局高标准、严要求，务必于规定时间、按规定标准完成
规定动作，责任明确到岗，明确到人，真抓实干，练好
基本功，打好主动仗，有问题分析原因，及时与上级沟
通，时刻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三是抓好加分项目。
该局结合实际，积极促成重点创新加分项目，已经挑
选出税务法制基地建设、纳税服务样板县建设、信息
宣传报道等质量高、潜力大的项目进行重点培育，力
争早加分、多加分。四是绩效办及时沟通提醒。绩效
办人员通过绩效管理系统预警提醒和浏览过滤指标，
及时与各科室进行沟通，提醒科室按规定时间完成。
五是做好个人绩效考评。该局对每月个人绩效“工作
努力程度”按月实施考评，由绩效办统计出考评成
绩。个人绩效考评的有序推行，提供了有效的沟通交
流渠道，起到了较好的鞭策作用。 （李桂贤）

（上接第一版）
2011 年，南阳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专业学生张云聪荣获全国软件人
才设计与开发大赛一等奖，全国总排名
第三，而这并非个案。据统计，在河南省
ACM 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中，南阳理工
学院奖牌总数夺得五六七届三连冠，并
于 2013 年成功举办第六届河南省 ACM
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2013—2014 年计
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获得省级以上赛事
奖项 48 个；2014—2015 年获得省级以上
赛事奖项 55 个……以创新和实力著称
的南工学子早已享誉中原内外。

不仅如此，南阳理工学院计算机与
信息工程学院毕业生高薪就业现象曾引

发热议，并被各界媒体争相报道。
据相关数据显示，2015 年全国高校

毕业生 749 万，再创历史新高。一些毕
业生毕业时一职难求，作为最难就业季
的现实注解，戳中了很多人的痛处。而
在南阳理工学院的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看到的却是一幅幅让人顿时热血沸
腾的画面：南阳理工学院 2012 级计算机
与信息工程学院学生杨闯亮大四未开学
便被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录用实
习，实习结束，通过转正面试，被百度高
薪录用。

与杨闯亮同一届的于红飞已被腾讯
“抢走”，安鹏程也被赶集网“预订”……
而他们的学长，2015 届毕业生丁国强，被

北京蓝汛通讯有限公司相中，第一年年
薪就高达 22 万元；罗同龙也是南阳理工
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5 届毕
业生，被国内最大的智能手机广告平台
录用，年薪 25 万元……

据统计，在南阳理工学院，仅 2014
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50 名应届毕
业生中，年薪超过 10 万元的就有 26 人，
毕业生被高薪聘用屡见不鲜，已经成为
一种南工现象。

南阳理工学院党委书记邢勇说，南
工现象的背后，饱含着南阳理工历届领
导的高瞻远瞩，闪烁着无数南工人的智
慧与汗水，更是南阳理工学院十几年来
坚持“应用型本科办学”路子结出的硕果。

首届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在南阳理工举行

本报讯 （记者孟向东）首届
全国青运会体操女子全能决赛
10 月 17 日结束，来自郑州的 14
岁小将芦玉菲在比赛中出现了不
应有的失误，最终仅获得铜牌。
她的国家队队友、来自广州的刘
婷婷获得金牌。

青运会女子体操比赛早就
被看作是芦玉菲和刘婷婷这两
个国家队后起之秀的较量。在
预赛中，两个人包揽了全能和 4
个单项的第一名，其中全能比赛
刘婷婷领先了芦玉菲 1 分多，不
过芦玉菲有所保留，在高低杠和
跳马上有两个高难度动作没有
用，当时是安全第一，只要能进决
赛就行。

预赛的第一项两个人都高水
平发挥，刘婷婷跳马得了 14.35
分，芦玉菲落地一小晃，但也得到
了 14.15 分。由于这次体操比赛
有一个特殊的规则，就是所有队

员都要参加蹦床比赛，其分数占
整个比赛的 20%，体操占 80%，而
芦玉菲蹦床成绩领先刘婷婷 1.3
分 ，折 合 后 总 分 还 稍 微 领 先 对
手。意外出现在第二项高低杠
上，刘婷婷起评分高达 6.5 分，完
成分也达到了 7.65 分，而芦玉菲
起评分只有 6.0 分，还在比赛中出
现了重大失误，完成分只有 5.1
分，最后得分只有 11.1 分，仅这一
项 就 差 了 3.05 分 ，冠 军 已 经 无
望。在这样的情况下，芦玉菲咬
牙坚持比赛，比较出色地完成了
后两项平衡木和自由体操的较
量，最终以 44.187 的成绩获得铜
牌，刘婷婷则以 47.733 分的绝对
优势登上领奖台最高层。

不过，芦玉菲并没有气馁，毕
竟她在跳马和自由体操预赛中都
是第一名，只要正常发挥，她还是
有希望和刘婷婷争夺冠军的，希望
她能轻装上阵，放手一搏。④11

青运会体操女子全能比赛结束

郑州芦玉菲惜败摘铜

芦 玉
菲（右）和
获 得 冠 军
的 广 州 队
刘 婷 婷

（中）、亚军
长 沙 队 王
涔 郁 在 颁
奖仪式上。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李 悦）10 月 18 日下午，随
着沙排世锦赛冠军薛晨点燃了位于福州海峡
奥体中心的赛会主火炬，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
会正式拉开帷幕。作为中原大地的代表，郑州
团和洛阳团这次均派出了为数众多的体育尖
子，在展示河南体育风采的同时，两个代表团
的领导也都不约而同地承诺严格遵守赛风赛
纪，远离兴奋剂，真正做到干干净净参赛。

作为郑州体育的掌门人，郑州市体育局局
长李庆山初抵福州，就立刻召集各项目领导和
联络员开会。“本届青运会我们保证绝对不出
现一例兴奋剂和一件违反赛风赛纪的事情，这
是我们的郑重承诺。”李庆山表示，郑州团从各
方面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宁愿不要金牌，也坚
决不能在本届青运会上出现一个违纪事件。

洛阳体育局局长朱美荣也表示，文明参赛、
干净参赛是洛阳代表团争取佳绩的一个前提，
这次参加青运会，是洛阳展示古都新风貌的一
次难得机会，因此实现精神文明和运动成绩的
双丰收，是代表团出征福建的主要目标。④11

遵守赛风赛纪、向兴奋剂说“不”

郑州、洛阳
誓言“干净参赛”

10 月 19 日是青运会正式开幕后的第一
个比赛日，总共将产生 22 枚金牌，郑州、洛阳
两个代表团将全力出击，并力争在体操项目
上夺得一到两枚金牌。

今天下午15点开始，在新建成的海峡奥体
中心综合体育馆，将进行体操5个单项的较量，
郑州选手芦玉菲和刘津茹联手冲击女子跳马
和高低杠的金牌。其中刘津茹是去年跳马项
目的全国冠军赛金牌得主，目前的难度还是国
内年轻选手中比较高的。但她最近几个月大
受伤病困扰，状态比较低迷，预赛中也仅仅是
以第7名勉强出线。广东的全能冠军得主刘婷
婷因实力稍逊而退出了这个项目，芦玉菲和刘
津茹的主要对手是北京的两个小将。只要正
常发挥，包揽冠亚军也有可能。女子高低杠则
是刘婷婷占据优势的项目，但也只领先芦玉菲
一点点。后者想战胜对手，除了自己要完美发
挥外，还寄望于对手的小失误。

洛阳的陶昊鹏则全力冲击男子鞍马的奖
牌。陶昊鹏是预赛第 4 名，有一定实力，比好
了有望进前三，同时还要避免失误。

除了体操以外，今天郑州和洛阳选手还要
参加射击、游泳和U17男、女排的小组赛。从实
力分析，夺得金牌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力争发挥
出自己的最佳水平也就可以满足了。④11

体操有望冲金
射击尽力而为

·今日看点·

在首届全国青运会自行车赛场上已
收获两金的洛阳代表团，10 月 18 日赛事
正式开幕后依然会上演连台好戏。与郑
州代表团的多点开花不同，洛阳团的注
意力这次比较集中，他们集中全力期望
能在排球和射击项目上，谱写出令人满
意的“好文章”。

这次青运会的排球项目，洛阳代表团
总共有 U17 男排、U17 女排以及 U19 男排
三支队伍闯入决赛圈，对于此次参赛，三
支队伍的目标也各不相同。实力相对较
弱的 U17 男排以锻炼队伍为主，而由河南
鑫苑女排 17 岁新秀主攻手蔡晓晴率领的
U17 女排，在今年青运会的预赛上跻身前

四，在决赛阶段将为奖牌而努一把力。此
次被洛阳代表团寄予厚望的则是由牛江
执教的 U19 男排。成军多年的他们经历
过全运会等诸多赛事的洗礼，配合默契、
经验丰富，也是青运会上同一年龄组最有
实力的队伍。由于在预赛中斩获第一名，
U19 洛阳男排无疑是青运会 U19 排球赛
场上夺冠的最大热门，上海、八一和浙江
等诸强都将他们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
熟知洛阳 U19 男排实力的省球类运动管
理中心副主任谢国臣就表示，这支队伍的
实力确实不俗，但要想夺冠，除了队员们
要努力发挥出自身水平外，教练员们也必
须从各方面做好万全准备，如何给队员们
减压，让他们轻松上阵，是教练组首先要
考虑的问题。毕竟有至少 4 支球队和他

们旗鼓相当，而且他们近期还受部分主力
伤病的困扰，训练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除了排球的三支队伍外，射击也是洛
阳代表团在首届青运会上的重点项目，由
国家队小将王策领衔的男子气步枪团体
有着很强的竞争力。曾夺得过射击世青
赛铜牌的王策，除了将带领队友争夺团体
金牌外，他个人还将在男子气步枪的单项
上向个人荣誉发起冲击。刚刚入选中国
参加明年奥运会的气步枪 6 人代表队的
王策目前士气正旺，有望带来惊喜。

此外，洛阳代表团在首届青运会的
散打等项目上也有一定的实力，没准在
排球、射击两大夺金点之外，十三朝古都
的体育新秀们，还会给家乡父老们带来
新的惊喜。④11

聚焦首届青运会之二：

洛阳：围绕排球、射击做文章
□本报记者 李 悦

□本报记者 李 悦

闽江畔
青春会

——首届全国青
年运动会开幕式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