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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8月，随着校园足球普及
工作的进一步下移，教育部遴选了
3570所足球特色幼儿园，真正实现了

“足球从娃娃抓起”。
足球踢进幼儿园，师资、场地等

成了发展幼儿足球的瓶颈和难题。
河南省校足办经过多方面探索和实
证研究成果的前提下，突破性地创建

“河南省幼儿足球培训基地”，10月 8
日该基地在黄河科技学院体育中心
正式揭牌成立。这不仅是为河南幼
儿足球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同时
也是我省扎实推进校园足球深入发
展、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
又一重要成果。

河南省教育厅总督学李金川在讲
话中肯定了近年来河南校园足球取得
的优异成绩，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1739 所，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 200
所。并提出为夯实校园足球发展根
基，顺应新形势下发展青少年校园足
球工作的新要求，决定建设“河南省幼
儿足球培训基地”，传播河南幼儿足球

“注重参与、体验乐趣、培养习惯、促进
成长”理念，让幼儿园教师通过系统、
科学的培训，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
育理念，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教
育规律，引领幼儿足球在我省的健康
开展，进而帮助幼儿在体育锻炼中享
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
志。

河南省幼儿足球培训基地的成
立，同时也标志着河南幼儿足球继中
国足协娃娃足球工程实证研究成果交
流展示活动大会之后又迈出了标杆性
的一步。 （校足办）

车前马后，炮进卒冲，楚河汉界上
“战云”密布……从 9月开始，中国体
彩“民间棋王”争霸赛的战火陆续在全
国各地点燃，一场场棋盘厮杀先后上
演，得到了大批象棋爱好者的响应。

以棋会友、切磋棋艺、相互学习。
此次中国体彩“民间棋王”争霸赛将象
棋赛的比赛场地从以往紧张严肃的专
业赛场挪到了氛围轻松的体彩实体店，
不仅是一种新的尝试，也让平时不了解
体彩的市民有了近距离接触体育彩票
的机会，让他们得以了解体育彩票为社
会民生做出的贡献，让每一个参与其中
的人都感受到一份爱心、一份力量。

进入 10月后，中国体彩“民间棋
王”争霸赛的战火进一步“蔓延”——

从市级比赛中脱颖而出的选手们，将
继续为“ 省级棋王”的称号展开较
量！相信战况也会更加精彩、更加激
烈！那么，最终都有哪些实力战将能
够顺利摘得“省级棋王”桂冠、成功抢
到“全国赛”的门票呢？让我们拭目
以待！ （康映雪）

中国体彩“民间棋王”赛火爆进行

省幼儿足球培训基地揭牌

本报讯 （记者 李悦 通讯员 程
鹏）继7月在滑轮+射击项目上收获第
十四届冬季全运会暨第十四届全运会
上的首金后，10月 13日，河南的冰雪
健儿们再次从全运会的赛场上传来捷
报：当天在斯洛文尼亚结束的第十四
届冬季全运会暨第十四届全运会的夏
季跳台滑草比赛中，由郑州大学体育
学院通过跨界跨项选材所选拔出来的
冬季项目队员，一举在该项目上为我
省夺得了3金3银。

为了更好地备战北京冬奥会，第
十四届冬季全运会的跳台滑雪项目被
分为两项赛事，夏季为跳台滑草，冬季
为跳台滑雪。考虑到国内尚未搭建具
有和跳台滑雪同规格的滑草场地，国
家集训队目前也主要集中在斯洛文尼
亚和芬兰两个地方训练，综合各方面
的因素，最终跳台滑草的比赛设在了
斯洛文尼亚普莱尼察的北欧中心举
行。由于第十四届冬季全运会和夏季
全运会的成绩将合并计算，因此本次
比赛也备受各冬季项目强省的重视，
共有来自全国 16个省区市的 80余名
运动员在9个项目上进行角逐。

相比吉林、辽宁等老牌强队，刚刚接
触该项目才一年的河南选手，可谓初出茅
庐。但是凭借过人的天赋、刻苦的训练以
及科学的指导，来自郑大体院的这批孩子
在这次比赛中一鸣惊人。男子个人
HS61项目，赵川、周潇洋分别以112米和
110.5米的成绩收获了冠亚军，邵毕润则
成为HS61女子团体和HS45混合团体
的双冠王，赵川和向雪晴在男子团体
HS61和混合团体HS61两个项目上为
河南代表团再添两银。初次征战全运会
赛场，河南选手就取得了3金3银的佳绩，
这一成绩也让不少老牌强队为之叹服。

从白纸一张到异军突起，河南在
冬季项目上突然爆发，正是脱胎于两
年来他们在体育跨界跨项选材上的深

度耕耘。2017年为了实现习主席“办
赛要精彩，参赛要出彩”的要求，国家体
育总局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跨界跨
项跨季”的选材工作，在省体育局的大
力支持下，郑大体院承担起了我省跨
界跨项选材的工作，并挑选精兵强将
成立了冬季项目管理办公室。在没有
经验、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郑大体院确
定从登封各武校为选材方向，根据国
家选材标准，在一个月内，就完成了近
7万人的初筛，建立了稳定科学的人才
选拔池，高质、高效地向11支国家集训
队选送267名运动员。

在选材之初，郑大体院党委书记
张绍通就向跨界跨项选材工作组建
议，不仅要关注规模较大的武校，对于

中小武校的参与积极性，也要予以鼓
励。虽然这样做，会让初选时的工作
更加繁琐，但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优秀
苗子不被埋没。也正是因为如此，这
次全运会跳台滑草的冠军赵川、邵毕
润，亚军周潇洋，才最终从少林拳法学
院这家“小武校”里脱颖而出。

郑大体院严谨的“伯乐态度”也深
深打动了中国跳台滑雪集训队的米
卡·克乔科斯基主教练，这位芬兰传奇
教练曾先后在河南进行了三次选材，
最终我省共有12人入选了跳台滑雪国
家集训队（跨界跨项MIKA组），这批
年龄跨度在14岁—18岁的优秀苗子，
也是河南在跳台滑雪项目出现高水平
运动员的最大希望。

一年2500多次的百米跳台训练，
再加上米卡教练科学系统的训练理念，
辅以跳台、VR模拟台、风洞等先进训练
手段，以及郑大体院科学完善的后勤、
医疗保障体系，天赋过人的邵毕润、赵
川，很快就渡过了新手期，开始向高水
平运动员迈进。在今年9月举行的芬兰
跳台滑雪全国锦标赛中，邵毕润在与跳
台滑雪传统强国芬兰的选手同场竞技
中，出人意料地夺得个人U18组HS65
第一名、个人HS90第三名，并与队友
赵川一起，夺得了 U18 混双第一名。
这次夺冠，也让邵毕润和赵川增添了
不少的自信，并在随后的全运会赛场
上，作为领军人物带领队友们，开启了
夏季跳台滑草的争金夺银之旅。⑥9

跨界跨项选材再见成效

全运会冬季项目河南再获三金三银

本报讯（记者 黄晖）2019年河南
省男子篮球联赛 10月 11日在开封开
幕，东西南北四大赛区的比赛也同时
拉开战幕。

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的赊店老酒
河南省男子篮球联赛由河南省体育局
主办，河南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河南
省篮球协会承办，各地市体育局协办，
是各地市篮球人才、篮球实力的综合
展示，也是河南省水平最高、覆盖范围
最大、知名度和影响力最大的业余篮

球赛事，已成为河南省的品牌赛事，在
全国也具有一定知名度。

去年的河南省男子篮球联赛历时
3个多月，覆盖全省18个地市，参赛运
动员近 400人，现场观赛人数累计超
过30万人，网络直播观看人数单场峰
值超 100万，累计超过 300万。无论
从比赛质量方面，还是从社会影响力
方面，都创下了历年之最。和以往三
届相比，为了加强比赛的观赏性，提高
比赛的竞争性，今年联赛主办方允许

每支球队拥有两名“外援”，也就是户
口非本地的运动员。“新政策”带来了
高水平运动员的流动，也使参赛球员
的水平有了一定提升。

本次赛事一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各省辖市篮球协会统一组
织领导下，开展篮球队选拔，代表地市
参赛。第二阶段于10月11日开始，各
省辖市代表队参加东、西、南、北四个大
区分区赛，每个大区前两名进入第三阶
段的主客场赛，最终决出总冠军。

河南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李激扬表示，河南省男子篮球联赛的
举办，是为了进一步推动我省篮球运
动的普及开展，给广大篮球运动爱好
者搭建交流展示的平台。与此同时，
联赛也需要做到“开门办赛”，走向市
场，走向社会，走向群众。努力提升
自身“造血功能”，积极探索多元主体
办赛的机制，争取把河南的篮球产业
做大做强，把河南体育产业做大做
强。⑥11

河南男篮联赛全面开战

选手们在赛道前合影。前排由左至右为：赵川、朱鸿林、穆星、王瑞、邵毕润、向雪晴、孙青莲、张梦茹、周潇洋。

比赛在体彩实体店进行，是一种新的尝试。 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李凤虎

10月 10日下午，全省以党的建设
为根本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座谈会在郑
州召开。新密市公安局局长张继军在
会上作了典型发言，介绍了新密市推行

“一村一警”工作的经验。
10月 11日上午，新密市公安局召

开党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省委
主要领导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引导全警切实担负起守护平安的
职责使命。

近年来，新密市公安局持之以恒推
进“一村一警”建设，有效破解了长期困
扰基层公安发展的警力不足、基础不实
等诸多难题，“一村一警”也由最初的

“一村一个社区民警”演变成“一村一个
警务模式”，社会治安实现了从末端治
理到前端预防的有序转变。

新密市公安局“一村一警”工作发
展历程：2014年 4月，省公安厅在新密
市调研指导时提出，把新密市作为全省

“一村一警”工作的传承地和发展地，在
全市建立了以社区民警为主体、机关民
警为辅助的“一村一警”工作机制。

新密市公安局机关民警每周二下
午定期到分包社区开展工作，由此搭
建了“一村一警”工作的基本框架。
2016年,新密市公安局进一步完善工
作制度规范，重新调整警力部署，明确
警务室由派出所专职社区民警分包，
警务工作站由一名专职社区辅警分
包，解决了机关包村民警下村时间不
固定、工作沉不下来、解决问题不深入
等问题。同时，在全省率先建立社区
民警、辅警进基层“两委”班子任职的
工作机制，实现了社会管理到社会治
理的转变。

2018年 12月 3日，中央政法委主
要领导在河南调研期间，到新密市公
安局虎岭警务工作站视察工作，高度
评价“一村一警”是“枫桥经验”在河南
的体现和载体。2019年 3月 21日，公
安部在新密召开全国公安机关社区农

村警务建设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
运行模式：一是组织架构。新密

市公安局目前实行一村一警“五层”工
作模式，第一层局党委层面，负责统筹
全局，提出“一村一警”发展方向与要
求；第二层“一村一警”办公室，负责具
体制定工作规范；第三层派出所，负责
警务室、警务工作站社区民警、辅警收
集的各类警务信息的处置；第四层警
务室，社区民警负责带领所辖的社区
辅警开展入户走访、信息采集、矛盾纠
纷排查、治安管理等工作；第五层警务
工作站，社区辅警在做好分包社区工
作的同时，配合上级社区民警开展其
他基层基础工作。

二是人员组成。自2016年以来，
新密市共设置警务室 60个、警务工作
站 290 个，配备专职社区民警 60人、
辅警 290人，确保所有行政村及社区
达到“一村一警”全覆盖。按照政府出
资招聘、公安管理使用的模式，公开招
录辅警。目前全市 290 名社区辅警

中，具有本科学历的 22人，专科学历
的 184 人，退伍军人 72人，平均年龄
在 24岁左右，极大提升了辅警队伍的
整体素质及活力。

三是创新警务模式。“一村一警”
工作因地制宜，针对不同的社区村组
情况，打造量身定做的新警务模式。
例如，甘寨村经济基础好，近年来因拆
迁、征地等问题引发的矛盾突出，社区
民警总结出适合本辖区的矛盾纠纷排
查化解法，加大警法、警民联调力度，
辖区的各类矛盾纠纷得到了有效化
解。曲梁镇产业集聚区经济发展迅
速，外来入驻企业及流动人口日益增
多，社区民警通过“警保联控”警务工
作新机制，形成快速机动的全方位立
体型防控体系。开阳居委会辖区是一
个城中村，外来流动人口多，出租房屋
多，社区民警根据“以人管人、以房管
人、以单位管人”的警务工作模式，摸
清了底数，加强了管理。

初步成效：一是凝聚警心，增强了

队伍战斗力。社区民警、辅警深入辖
区，调解矛盾、维护稳定、为民服务，不
仅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局党委在提拔
任用干部上也予以侧重，一大批优秀
社区民警被纳入基层干部储备库，优
秀辅警则予以奖励，鼓舞了士气，凝聚
了警心，增强了战斗力。

二是下移重心，提高了基层社会
治理能力。通过“一村一警”工作的持
续开展，新密市共有 101名党员社区
民警、辅警任村党支部副书记，249名
社区民警、辅警任村委会主任助理，

“局外事”变成了“分内事”。同时，通
过民警的“脚板”，把党和政府的声音
有力地传递到基层一线、百姓心间。

三是赢得民心，密切了警民关
系。每个村组社区都有讲不完的警民
鱼水情故事，社区民警、辅警跟群众的
对话也从生硬的“你是谁？”“你找谁？”
转变成一家人样的“来啦喝茶”“赶快
进屋坐啊”，虽然只是一句简单的问
候，映射的却是在党建的引领下警民

关系的转变。
下步建议：近年来，各级党组织充

分发挥党建引领功能，大力解决基层
组织建设薄弱的问题。但面对社会日
益开放、发展的大趋势，“一村一警”工
作机制适时的承载起了连通基层党委
政府和人民群众的便捷桥梁。因此，
建议从省市层面加强对基层组织建设
的顶层设计，将“一村一警”纳入基层
组织架构的一部分。

新密市公安局局长张继军说，坚
守初心绘蓝图，埋头苦干出新彩。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载
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
茬干，一棒接着一棒传，让“一村一警”
成为河南的新标识、新光彩。下一步，
继续深化提升“一村一警”工作，坚持
党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推进

“一村一警”工作成效，营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让辖区群
众更安全、更满意、更幸福。

坚持“枫桥经验” 推动公安基层基础建设健康发展
——新密市公安局“一村一警”工作建设启示

受委托，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拟对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郑煤机”）持有的华轩（上海）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企业”）

30% 股 权 进 行 公 开 转 让 。 转 让 底 价

18302.031万元人民币。

一、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华轩（上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11 年 12 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1000万元，公司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杨浦区

国定支路 28号 3026室。经营范围为股权

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二、标的企业的股权结构
上海华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有标的企业50.82%股权；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标的企业49.18%股权。

三、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此次产权转让行为已由相关内部决议

通过，并经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批准。

四、标的企业近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
指标数据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立信会计

师 事 务 所 审 计 ，标 的 企 业 资 产 总 额 为

691966161.08 元 ， 负 债 总 额 为

148068318.78 元 ，所 有 者 权 益 为

543897842.30 元, 营 业 收 入 0 元 ，净 利

润-69070925.99元。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经立信会计师

事 务 所 审 计 ，标 的 企 业 资 产 总 额 为

714572233.58 元 ， 负 债 总 额 为

142194716.98 元, 所 有 者 权 益 为

572377516.60 元 ，营 业 收 入 0 元 ，净 利

润-4798134.33元。

五、意向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1.意向受让方应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

的企业法人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

然人。

2.意向受让方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

不存在不良信用记录（意向受让方应提交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书面《信用

报告》）和失信行为（意向受让方应提交全

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

平台书面查询报告），以前及目前未被公司

登记机关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意向受让方

应提交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书面查

询报告）的证明文件。

3.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

件。

六、交易条件
1.受让方应在成交之日起 3个工作日

内与转让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合同生

效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将交易价款

支付至产权交易机构指定账户。若一次性

付款确有困难，可采取分期付款方式，首付

价款应不低于总价款的 65%，并应在合同

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款项应

当提供郑煤机认可的合法有效担保，并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延期付款

期间的利息，付款期限不得超过1年。

2.受让方支付完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后

五个工作日内开始进行产权交割及工商变

更。

七、其他需披露的事项
1.标的企业现股东享有且不放弃优先

购买权。

2.标的企业管理层不参与受让。

3.郑煤机所持标的企业股权的转让交

易完成后，自本次交易的资产评估基准日

起至标的企业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期间，经

审计因标的企业盈利而增加的净资产，由

标的企业新的全体股东共同享有；因标的

企业亏损而减少的净资产，由标的企业新

的全体股东共同承担。

八、公告期限及转让方式
公告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11 月 11 日

17 时。若在公告期内征集到两个及以上

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将采取拍卖方

式确定受让方；若只征集到 1 家合格意向

受让方，经行为批准单位批准，可采取协

议转让方式；若在公告期内未征集到合格

意向受让方，将不变更公告内容，按照 20

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最多延长 1 个

周期。

有意受让者请于公告期内向河南中原

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提出受让申请，提交相

关资料，并向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交纳 900 万元受让保证金（以银行到账为

准）。逾期未提出受让申请、未提交相关材

料或未按时足额交纳保证金的，视为放弃

意向受让和购买。若受让成功，保证金转

为交易价款；若受让未成功，则全额无息退

还。如因意向受让方恶意竞价造成交易失

败的，或因意向受让方原因未能签订产权

交易合同，或未能按时支付全部交易价款

的，受让方须承担因违约给转让方所造成

损失的赔偿责任，则其原交纳的保证金不

予退还。

咨询电话：0371-65665769

传 真：0371-65665727

地 址：郑州市经三路15号广汇国贸

网 址：http://www.zycqjy.com

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2019年 10月 15日

华轩（上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30%股权转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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