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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悦）主场一球战
胜泰达后，建业新帅塔拉吉奇总算能
暂时松一口气。不过，接下来的一关，
对于他和建业队员来说，可不是那么
好过的。3月18日晚，中超第三轮，建
业即将在天河体育场挑战卫冕冠军广
州恒大，考虑到双方之间的实力差距，
即便对手经历了一周双赛，但建业依
然不能心存侥幸，不切实际地在客场
和恒大进行对攻。

在近几个赛季，无论联赛还是足
协杯，建业碰到恒大总会有几次高光
的表现。可惜，自从核心外援伊沃
离队后，建业就再也没能从恒大身
上占得什么便宜。尤其是本赛季，

随着三外援以及更加严格的 U23 政
策的实施，囤积了大批国脚和新锐
的恒大，更是对建业形成了压倒性的
优势。

虽然联赛首轮在和富力的一场进
球大战中，恒大最后意外落败，但经过
一番调整，恒大很快就找回了状态，实
现了亚冠和联赛上的四场连胜。相比
攻守均衡的恒大，建业的攻防两端目
前都还存在着不小的问题，此番做客
天河，如果不切实际地强调抢攻，那么
迎接建业的很可能就是一场惨败。对
于这场比赛，建业只有踏踏实实地正
视差距，先扎好篱笆再伺机反击，才是
客场抢分的正确之选。⑥9

3月18日晚 天河体育场

建业客战恒大不能心存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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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建业来说，要力避在天河再遭首轮式的惨败。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三年来，我们国家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的发展情况怎样了？足球进校园
又有哪些进展？两会期间，教育部党
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做客新华网、中国
政府网《部长之声》，回应网民关切。

在谈到校园足球的问题时，陈宝
生表示，三年来，我们国家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规模，
发展态势已经形成，参加培训、参加竞
赛、关心校园足球的人越来越多。

他认为，通过建设高校高水平足
球队、建设校园足球试点县以及建设
校园足球试验区等多层次布局和多渠
道竞赛来促进校园足球发展。现在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已经建了2万多所，高
水平的校园足球试点县已经建成102
个，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 12个，高校
高水平的足球队 150多家。同时，通
过将校园足球纳入青训体系和利用假
期、利用课余时间组建训练营，为优秀
球员提供成长环境。 （校足办）

陈宝生再为校园足球发声：

把人才的选拔渠道畅通起来

3月 12日，大乐透第 18028期开
奖，全国中出的 1注 1000万元头奖，
被河南购彩者收入囊中，这也是我省

戊戌狗年中出的首个大乐透头奖。据
了解，中奖彩票出自信阳市平桥区中
心 大 道 烟 草 局 旁 的 体 彩
4115030236101网点，彩票为多人合
买，单票擒奖1016万元。3月13日一
早，中奖者便火速赶到省体彩中心，愉
快地分享了他们的购彩经历。

“坚持了一个月的合买，终于让我
们抓了条‘大鱼’。”中奖者王先生告诉
记者，帮助他们擒获大奖的是一张

“10+2”复式票，投注金额为504元，为

社会公益事业贡献181.44元，“我是大
乐透的忠实粉丝，基本上期期买，当天
晚上开奖，兴奋得我一夜都没睡好。”

体彩 4115030236101 网点业主
薛女士回忆起当晚的情景仍然历历在
目，“这注中奖号码是我跟一位长期购
彩者研究出来的，前区我选了3个号，
他选了 7个号，然后我又定了两个后
区号码，这才组成了这注幸运数字。
当天晚上，另一位合买者通知我中奖
了，一开始都不敢相信，反复看了好几

遍才确定。”薛女士开心地说，“这次中
奖者一直坚持了下来，才收获如今的
好运。”

坐在一旁的中奖者王先生说：“要
不是业主在后区两个画龙点睛般的号
码，估计今天这注大奖就不是我们的
了。”

本期开奖后，大乐透奖池金额略
有上升，继续刷新历史纪录，将有
51.25亿元奖池金额滚入今晚开奖的
第18029期。 （彩文）

本报讯（记者 黄晖）记者 3月 14
日从郑开马拉松赛组委会获悉，今年
的郑开马拉松加油口号已经开始征
集，就等你脑洞大开的神来之笔了。

马拉松运动无论看上去还是说
起来，都很美，但真正跑起来，可绝对
是件“苦差事”，是对人类体能和意志
的极大挑战。而对于马拉松跑者来
说，坚持奔跑除了要靠个人的体力和
毅力，来自外界的鼓舞和激励也很重
要。于是，马拉松赛场诞生了一种

“衍生文化”——加油口号牌，并凭借
浓郁的流行文化色彩迅速流传开
来。想象一下，当你奔跑在马拉松赛
道上，身体开始燃烧脂肪提供能量，
进入疲惫的“撞墙期”，此时如果看到

一条“跑过撞墙期，回到青春期”的加
油口号，精神会不会为之一振？而当
你终于接近终点的时候，给你来条

“还有两公里，就能发朋友圈嘚瑟
啦”，会不会让你会心一笑的同时不
由自主地加快脚步？

郑开马拉松从第十届开始引进加
油口号，以公里牌的形式立于赛道边，用
以提示距离，鼓舞跑者。如今，公里牌已
经和跑者、志愿者和热心观众一道，成为
郑开马拉松不可或缺的“风景”。

郑开组委会方面表示，应征的加
油口号无论是祝福、加油、呐喊，甚至
是表白，只要是原创，简短且足够精
彩，就有可能出现在公里牌上，征集邮
箱：zknews@zkmarathon.cn。⑥11

郑开马拉松邀你“秀文化”

本报讯（记者 李悦）3月 15日，随
着河南徽商女足在中国女子足协杯赛
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中，以 1∶3负于
武汉队，未能提前小组出线的她们，不
得不面临一场生死战。目前，山东队
两战全胜位列小组第一，而河南和武
汉均为一胜一负，在3月 17日的小组
赛第 3轮，武汉面对弱旅内蒙古基本
上已经 3分到手，河南徽商女足必须
战胜实力强劲的山东女足，才有希望
去争夺小组出线名额。

于3月13日开战的中国女子足协
杯，采用了赛会制在昆明海埂基地进
行。16支参赛队伍被分成了四个小
组，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可以晋级下一

轮，淘汰赛将采取主客场赛制。与山
东、武汉和内蒙古队分在一组的河南
徽商女足，第一轮就以 7∶1大胜内蒙
古队。不过，在决定谁能提前出线的
第二轮，面对引进了巴西国脚比安卡
以及四位中国女足国脚的武汉队，河
南女足最终以1∶3败下阵来。

在输掉关键之战后，河南徽商女
足要想足协杯小组出线只剩下最后
一个可能，那就是在与山东女足的比
赛中不仅战胜对手，而且尽可能地去
争取更多的净胜球。只有在净胜球
上压过山东或者武汉，在三队同积 6
分的情况下，河南徽商女足才能最终
出线。⑥9

足协杯1∶3不敌武汉

河南女足面临小组生死战

公 里 牌 已
成为郑开马拉松
不可或缺的“风
景”。
本报资料图片

信阳购彩者领走千万元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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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能源化工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贸集团），是按照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简称河南能源）“十三五”

规划，聚焦发展能源、化工、现代物贸三大主业，培育金融服务、智能制造和合金新材料两大辅业，构建“三主两

辅”产业体系的战略布局，设立的全资子公司。通过整合河南能源贸易资源，实现由企业贸易向贸易企业的实

质性转变。通过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打通上下游贸易链条，完善贸易基地和节点网络，线上线下一体化发

展，布局国内市场，打开国际市场，最终形成现代高效、内外协同、行业一流的综合物贸服务企业集群。根据河

南能源物贸板块发展实际，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物贸事业部、国贸集团人员若干名，具体事宜如下：

●招聘岗位（见附表）

●岗位描述及任职资格

（一）物贸事业部

1.分管国际贸易业务副总经理

岗位描述：负责国际贸易板块的日常运

营及团队组建工作，负责集团对外贸易年度

经营目标和工作规划的制定；建立健全国际

进出口网络体系、拓展国际市场，负责对外贸

公司相关贸易流程的跟踪、控制，负责公司国

际客户的接待及项目的谈判。

任职资格：年龄在45周岁及以下(特别优

秀者可适当放宽)，本科及以上学历，10年以上

国际贸易相关工作经验；熟悉行业国内外市场

和进出口业务流程，有独立组织和带领团队的

能力，具备较好的沟通、协调和组织能力，工作

踏实认真、积极热情，应对市场快捷敏锐、责任

心强。

2.国际业务部部长

岗位描述：负责对外贸易年度经营目标

的分解、评价和考核工作，负责国际贸易板块

各业务流程的规范、协调工作，负责公司重要

客户的接待及项目的谈判，负责公司国际展

会的筹办、推广等工作。

任职资格：年龄在 45周岁及以下，本科

及以上学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或10

年以上国际贸易相关工作经验；具有国际视

野，熟悉行业国内外市场和进出口业务流程，

具备较好的沟通、协调和组织能力，工作踏实

认真、积极热情，责任心强。

3.国际业务部主管

岗位描述：负责对外贸易年度经营目标

完成情况的收集、整理和指导监督工作，负责

外贸板块各类经营报表的收集、整理工作，负

责指导、监督板块内部贸易流程、规章制度的

执行情况，负责客户的接待和沟通、衔接工

作，负责公司大型展会筹办、推广的具体工

作。

任职资格：年龄在 40周岁及以下，本科

及以上学历，8年及以上国际贸易相关工作经

验；熟悉行业国内外市场和进出口业务流程，

工作踏实认真、积极热情，责任心强，能够熟

练应用各种办公软件。

4.国内业务部部长

岗位描述：负责制定物贸板块整体物流

建设规划、规范物流运输协调运行机制、制定

相应的规章制度，负责板块内各单位安全运

输情况的指导和监督，负责物流相关信息系

统的建立、健全工作，负责市场数据信息的研

究，为集团决策提供建议。

任职资格：年龄在 45 周岁及以下，本

科及以上学历，10 年及以上物流贸易相关

工作经验；熟悉物流贸易业务，具备较好的

沟通、协调和组织能力，具备较好的组织、

协调能力，工作踏实认真、积极热情，责任

心强。

（二）国贸集团机关部室

1.规划与调运部国际贸易计划副部长

岗位描述：协助部长做好国贸集团国际

贸易指标的分解、跟踪、评价和考核工作，负

责对相关贸易流程的跟踪、控制，参与国贸集

团国际客户的接待及项目的谈判，负责国贸

集团国际业务的开展。

任职资格：年龄在 45周岁及以下，本科

及以上学历，8年以上国际贸易相关工作经

验；熟悉行业国内外市场和进出口业务流

程，具备较好的沟通、协调及执行能力，工

作踏实认真、积极热情，应对快捷敏锐、责

任心强。

2.财务资产部资本运营副部长

岗位描述：参与制定国贸集团资本运作

策略及运营管理，参与建立融资渠道和融资

关系、保证公司的资金需要，负责收集资本市

场的最新动态、参与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的

评价，参与国贸集团投资项目的洽谈、调研、

立项报批等工作。

任职资格：年龄在 45周岁及以下，本科

及以上学历，8年及以上资本运营或财务管理

相关工作经验；熟悉会计、审计、税务、财务管

理、会计电算化等相关法律法规，工作认真细

致，责任心强。

3.财务资产部财务管理主管

岗位描述：协助部长做好国贸集团财务

制度建设、成本控制、财务分析、风险管控、财

务处理、财务检查、财务指导等方面工作，定

期检查分析企业财务计划、成本计划和利润

计划的执行情况。

任职资格：年龄在 40周岁及以下，本科

及以上学历，5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熟悉

会计、审计、税务、财务管理、会计电算化等相

关法律法规，工作认真细致，责任心强，能够

熟练应用各种办公软件。

4.风险控制部法务副部长

岗位描述：负责制定有关法律事务及相

关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参与公司重大经

营活动、商务谈判并提出相关法律意见，参

与国贸集团内法律纠纷的处理，提供专业

指导，负责国贸集团内部相关法律知识的

培训等。

任职资格：年龄在45周岁及以下，本科及

以上学历，8年及以上法律相关工作经验；熟悉

相关法律法规，具有较强的风险管控意识和风

险评估能力、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高度的责

任心。

5.风险控制部审计副部长

岗位描述：负责组织制定、完善内部审计制

度，制订具体审计计划，负责国贸集团及各下属

企业的各项审计工作，负责发现公司潜在问题

和风险并提出改进意见，督促审计结论和建议

的落实，负责审计过程中与相关部门的协调和

沟通。

任职资格：年龄在 45周岁及以下，本科

及以上学历，8 年及以上审计相关工作经

验；熟悉会计、审计、税务、财务管理等相关

法律法规；具有出色的财务分析和风控管

理能力、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高度的责

任心。

(三)采购总公司

物资管理部分管贸易副部长

岗位描述：协助部长做好物资储存、运输

管理等工作，协助部长做好外部客户及内部

各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工作，负责各类采购数

据的收集整理工作，协助部长开展本部门内

部日常管理工作。

任职资格：年龄在45周岁及以下，本科及

以上学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或8年及

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熟悉企业管理、物流贸易

相关专业知识和国内外市场业务流程，具有良

好的组织协调、分析判断能力和学习总结能

力。

●招聘程序

招聘工作按照报名推荐、资格审查、组织

面试、确定录用的程序进行。

1.报名时间：2018年3月15日至3月25日

2.报名方式：直接报名、电子邮件报名均可

3.应聘者要如实填写报名表并提供以下资料

⑴本人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职称证

等扫描件（面试时携带原件）

⑵填写《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招聘报名表》

（见附件）

⑶联系人：郭立彬 贾平乐 龚 鹏

联系电话：0371-69337141 69337065

电子邮箱：hneczzb@126.com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招聘报名表下载网址：

http://www.hnecgc.com.cn/zyzx/

get_news.php?id=19957

序

号

1

2

3

合计

单位

物贸

事业部

国贸集团

机关部室

采购

总公司

部门

副总经理

国际业务部

国内业务部

规划与调运部

财务资产部

风险控制部

物资管理部

招聘

人数

1

2

1

1

2

2

1

10

招聘岗位

分管国际贸易业务副总经理1人

部长1人、主管1人

部长1人

国际贸易计划副部长1人

资本运营副部长1人、财务管理主

管1人

法务副部长1人、审计副部长1人

分管贸易副部长1人

河南能源物贸事业部、国贸集团招聘启事

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