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郭 津 "尽管是

第一次来到河南#但是对于汇丰银

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行政总

裁翁富泽来说#这里并不陌生$

%由于你们的努力#使汇丰银

行加快了进入河南的脚步 #&

!

月

"#

日# 专程来豫考察的翁富泽告

诉会见他的省市领导#%我们对在

郑州开设分行很有信心$ &

据了解#今年
$

月#汇丰银行开

设郑州分行的申请已经得到了中国

银监会的批准$ 截至目前#在省'市

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下# 汇丰银行郑

州分行的筹建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

进行#预计将于近期开业#届时将成

为我省首家外资分支机构$

翁富泽展示了汇丰银行郑州分

行将要发挥的作用#%在河南的快速

发展中#我们将成为一座桥梁$ &他

说#开业以后#郑州分行将首先开展

企业银行业务# 帮助外资企业进入

河南#帮助河南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翁富泽一行查看了多处写字楼#并

决定郑州分行选址郑东新区$

!%&

本报讯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

纬五路第一小学近
!'''

名师生的

浓浓情谊温暖了信阳市光山县 $

该校向残疾和贫寒学子捐款仪式

在光山县举行$ 校长成宝琴在了

解到个别残疾人的生活窘境后#还

当场把自己身上携带的
%'''

元人

民币捐献给了两名残疾人$

春节期间#郑州市金水区纬五

路第一小学的学生从电视'报纸等

媒体了解到#今年以来#一场大范

围灾害性的雨雪天气席卷了大半

个中国#我省部分地区也受灾$ 新

学期开学之后#同学们经过商量之

后找到了校长#想把自己的压岁钱

捐出来#帮助受灾地区的学生和学

校尽早恢复学习和生活$在学校领

导的支持下#学生代表向全校师生

发出支援灾区的爱心捐助倡议#得

到积极响应$ 经过两个月的筹集#

此次爱心活动#该校师生共计向革

命老区光山县的一百名残疾和贫

寒学子捐助人民币
"

万元$

!#

!孙纪山 张留刚"

!

信息一束

本报讯 !记者王晖 实习生王春丽"正在

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请注意了#

!

月
"(

日#

记者从教育部门获悉#

)

月
*

日和
%+

日将举

行两场行业性网络招聘会$

这两场招聘会依次为 %

+''#

年全国信息产

业企事业单位与高校毕业生网上招聘周&和

%

+''#

年全国体育行业用人单位与高校毕业生

网上招聘周&$每场招聘会都将历时一周$中国高

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信息网!

,,,-./012-345-67

"作

为全国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类门户网站#将承担

这两场招聘会的主要信息服务工作$

!%&

!

教育时讯

!""!

年
"

月
#$

日 星期三
!"#$# %$&'(

!

组版编辑 高 超 芦 瑞

一元钱能买来什么( %一元钱能享受到

丰盛的)文化大餐*$ &近日#在周口市举办的

%周末一元剧场&现场#正在欣赏豫剧名家演

唱的
8'

多岁的周口市民王志告诉记者$

%周末一元剧场& 是周口市构建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而开展的一项文化惠民工程$ 每

逢周末#群众只需花一元钱#就能走进剧场

观看精彩的文艺演出$

百姓的!超值文化盛宴"

作为以%共享文化成果#共建和谐家园&为

主题的公益文化活动#周口市努力把%周末

一元剧场&打造成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建设和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载体$ 在

这里#%爱心奉献&是最醒目的关键词#组委

会公开招募富有爱心的单位和热心公益文

化事业的知名演员以文化志愿者身份参加$

虽然演职人员都没有演出费#但大家的热情

高涨$

为保证%周末一元剧场&的演出质量#有

关部门还与市内外
*'

多家文艺团体签订演

出合同#并在全市演艺界选拔了首批
%''

多

名演职人员和文艺爱好者作为文化志愿者#

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演出队伍$ 他们把演出形

式确定为综艺晚会'作品演唱会'传统戏剧'

新编折子戏等#并穿插戏曲唱腔大赛'才艺

大赛'青年歌手大赛等#不仅保证了演出的

质量#还能促使观众和演出互动#让更多的

群众参与到演出中来$

让艺术打好!群众基础"

日前 #在 %周末一元剧场 &推出的杨美

荣演出专场#记者见到了
**

岁的著名豫剧

演员杨美荣$ 在杨美荣看来#%传统艺术再

高雅# 也不能脱离群众基础+ 曲高和寡不

利于传承和创新# 优秀文化也会失去生命

力$ &

%一元剧场 &解决了群众看戏难 '进剧

场贵的问题 #门票已不再是群众和艺术家

之间的障碍 $ 当晚 #在 %周末一元剧场 &的

,名家风采 -板块中 #国家一 '二级演员相

继登场 #纷纷献上自己的拿手好戏 #其中

国家一级演员江团结 '肖秀莲演唱的选段

备受中老年观众喜爱 #赢得了经久不息的

掌声$

扩大公共文化覆盖面

从举办百姓能免费听讲的%您好+新周口&

市民文化大讲堂#再到好评如潮的%周末一元

剧场&#在周口市委'市政府的主导下#全市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覆盖面正在不断扩大$

为发展公共文化事业#该市要求有关部

门要切实做到 %五个纳入&.即把发展群众文

化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

设规划#纳入精神文明建设总体规划#纳入

财政预算#纳入领导干部目标责任考核$

目前该市举办的市民文化大讲堂'%周

末一元剧场&等大型公益文化活动的所有经

费均采用市场化运作筹集#在打造可持续发

展的公共文化事业运作机制方面作出了有益

的尝试和探索$

!#

本报讯 !记者 王映"今后#开

发商交房时必须向购房者出具,商

品住宅质量保证书-和,商品住宅

使用说明书-# 以维护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省建设厅近日下发,关于加强

商品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使用说明

书管理的通知-# 针对住宅售出需

维修时#物业公司与开发商互相扯

皮的现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仍

是商品住宅质量第一责任人$

,通知- 要求# 商品住宅售出

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委托物业服务

公司等单位维修的#应当在,商品

住宅质量保证书-中明示所委托的

单位#商品住宅保修期从房地产开

发企业将竣工验收的住宅交付商

品房买受人之日起计算$

商品房交付使用后#经核验确属

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买受人有权

退房/给买受人造成损失的#房地产

开发企业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本报讯 !记者 田宜龙 实习生

齐昱珲" 记者
!

月
"(

日从省气象

局获悉#省政府应急办'省气象局

将与中国移动河南分公司'中国联

通河南分公司携手合作#积极开发

预警信息手机小区广播发布系统#

并有望在今年灾害性天气发生时

一展%身手&$

据介绍# 小区广播为
9:;

网

络的一种特有功能#是一种广播类

型的短消息$它可以按需要将信息

发送到某个特定区域内的所有手

机上!包括外地漫游用户"#这个区

域最小可以是一个无线小区#最大

可以是整个本地网$对手机用户来

说#只要在服务范围内把手机的小

区广播接收功能打开#手机在待机

时就能免费自动接收到向该区域

广播的所有预警信息$

据省政府应急办负责人介绍#

我省地处中原# 分布有四大流域#

多个暴雨中心# 突发气象灾害'突

发公共事件频繁发生#已严重影响

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利用小区

广播发布预警信息与发短信等其

他方式相比具有很大优越性$我省

争取五月底前完成试点建设#然后

再全面铺开$

!#

本报讯 !记者 苑海震 实习生

王璐"

!

月
+#

日#我省启动 %红十

字会爱心行动000贫困先天性心

脏病儿童救助&活动#决定首批资

助
%''

名贫困先天性心脏病儿童
<

为他们提供最高
)'''

元的医疗救

治费用$

据介绍#本次活动救助对象为

我省
'=%!

岁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的贫困家庭儿童$ 患儿法定监护

人可以拨打以下热线电话咨询报

名 . 河 南 省 胸 科 医 院 .

'$8% =

*))8('))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 .

%$#'$#''''8

/ 洛阳市中心医

院.

'$8(=*+##$'##

/ 濮阳市安阳

地区医院.

'$8+=)()#%''

$ 符合条

件的报名患者可就近到定点医院

领取申请表 #申请 %救助基金 &资

助
<

同时要出具户口簿!出生证明"

复印件和乡!镇"以上人民政府'城

市街道办事处以上行政机构出具

的家庭经济状况证明$

同时#省红十字会向社会发出

募捐呼吁书#号召企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和个人奉献爱心#为救助贫

困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做一点贡献$

省 红 十 字 会 捐 款 热 线
>'&8% =

*)(!!8)'

/ 救灾专用账户账号 .

8#%8&(%'%'%#"*''%*)&&#

# 名称
>

河南省红十字会# 开户行
>

中信郑分

营$ 此外#省红十字会拟于
)

月
%'

日# 在郑州绿城广场举行大型募捐

义演# 所得捐款将全部用于救助贫

困先天性心脏病儿童$

!(

本报讯 !记者陈小平 通讯员

张超"%我一定珍惜荣誉#不辜负大

家对我的期望$ &

!

月
"#

日上午#省

公安厅领导亲手将一等功奖章'荣

誉证书以及部分慰问金送到病床

上的王付威手中$ 捧着闪闪发光的

奖章#王付威激动地说$

王付威是周口市公安局巡防

支队的一名普通民警$为保护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他孤身一人

勇斗三名持刀歹徒$ 在身中
)

刀

的情况下# 毅然忍痛追赶近
%''

米$王付威的先进事迹和见义勇为

精神得到了省'市领导和社会各界

的普遍赞誉$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

长秦玉海签署命令#批准给王付威

记个人一等功一次$ 下一步#省公

安厅还将在全省公安系统做出向

王付威学习的决定#号召全省公安

机关广大民警向他学习$

据了解# 鉴于王付威的英勇表

现#周口市公安局党委作出决定#出

院后的王付威将担任市公安局反扒

大队副大队长职务$

!%&

本报讯 !记者李宗宽"

!

月
"#

日#中牟

县狼城岗镇瓦坡村
%'''

多亩特色蔬菜园

区内#车来人往#生意红火#大批特色蔬菜

正陆续运往省城郑州$

近年来#中牟县依托郑州大都市#形成

了重点发展城郊型现代农业# 在工业和服

务业方面积极对接郑州的发展布局$ 工农

并举#打造县域经济腾飞的双%引擎&$

"''8

年# 中牟县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

#

增幅居全省第一位$

围绕工业强县目标# 中牟县优先发展

汽车及零部件'食品加工'生物医药等优势

产业$ 去年#该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

!&

亿元 #

#'

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

亿

元$ 目前#以东风集团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

司'海马投资集团郑州轻型汽车厂'郑州红

宇汽车厂为龙头# 以泰新汽车内饰件有限

公司为配套的新型汽车工业已初步形成$

与此同时#中牟加快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

结构# 围绕打造省会副食品基地这一目标#大

力发展城郊型现代农业$ 培育出了方欣米业'

喜万年食品'黑的蒜等
%)

家农字号龙头企业#

并建成了食品'原材料初加工等
)

个产业集聚

区$这些农字号龙头企业年可消化加工农产品

"''

多万吨#创造就业岗位数万个#带动农户

%"-#

万户#实现销售收入
&-)

亿元$ 农业特色

产业经济已占农村经济的
#'!

以上$

如今#中牟这个传统农业大县#三次产

业结构比已达到
%(-%")"-"""#-8

# 产业结构

更趋合理#县域经济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

根据最近召开的全省县域经济会议公

布的
%'#

个县市综合实力排名#

"''8

年中

牟县列第
%8

位#与
"'')

年比前移了
#

位$

%尽管前有标兵#后有追兵#我们有信心到

"'%'

年进入全省前
%'

强$ &县委书记崔绍

营充满信心$

!*

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
%''

天来临

之际#本报记者专程赴京#采访我省第

一批赴京的奥运志愿者000

&8

名河南

移动的员工$作为中原人民的奥运形象

传播者#他们中的
!

人已被选拔进入奥

运会的指挥中心000奥组委从事通信

和服务协调工作$ 目前#这些河南人技

术人员正全力以赴备战奥运通信'服务

保障工作$

科技奥运彰显中国通信实力

北京奥运三大主体建筑的核心工

程000鸟巢# 引起了亿万人的关注#其

超大的钢体结构' 超大的观众容量#堪

称世界建筑的奇迹$ 这座宏伟建筑#已

经向世人展露出了她迷人的容姿#而如

何能够满足同时容纳
(%'''

人场馆的

无线通信需求#成了一大技术难题$

在鸟巢紧张的施工现场#记者见到

了刚从鸟巢顶棚回到地面的河南移动

员工白桦$ 若不是同行的人员介绍#很

难想象眼前这位全身紧系着安全锁套#

泥水印满脸庞的小伙子#竟然是身怀绝

技'万里挑一的年轻工程师$ 据白桦介

绍# 他负责鸟巢的移动通讯保障工作#

经过夜以继日奋斗#他们的团队已经在

鸟巢里设置
8

个通信机房#采用目前世

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在鸟巢里安装了

"''

多套隐形和巨型天线# 为奥运开'

闭幕式提供了完美的通信保障服务 $

白桦兴奋地告诉记者# 经过两场测试

赛充分表明#我们设计的通信工程#完

全能够满足
%'

万人的通讯保障$

!河南志愿者#个个出类拔萃"

%综合素质高'能战斗'具有奉献精

神# 是河南移动志愿者留给大家的最深

刻印象$ &中国移动北京援奥工作主管廖

禀富如实地评价河南的志愿者$他说#鸟

巢' 水立方等一些重要通讯岗位通过选

拔#出现了许多河南技术人员的身影$在

技术含量高'工期短'任务重的前提下#

河南志愿者个个出类拔萃# 给奥组委官

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据了解#河南移动员工张权毅'杨

泽'王文娟'师璇
!

人以优异的成绩被

选拔到奥组委工作后# 已经代表奥组

委技术部# 对从事奥运通信技术服务

的人员进行了严格招聘和培训$ 参与

了
"''#

年奥运村 !居住区 "及其他两

场馆的通信建设和维护等重要工作 $

廖禀富说 .%离奥运会只剩下
%''

天

了#我可以很自豪地告诉关心'关注奥

运会的中原父老乡亲们# 你们的儿女

们非常争气#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

"&

!本报记者 李建峰文!图"

本报讯 !记者刘国挺 通讯员王蕾 "

!

月

"#

日#记者从漯河市组织部门获悉#该市在

选派大学生到农村任职的同时#决定启动%培

养村干部成为大学生&计划.从今年开始#对

全市
!)

岁以下的村干部开展学历教育#计划

利用
&

年间# 使所有符合条件的村干部都具

有大专以上学历$ 目前#首批
%'''

名村官已

完成入学注册走进大学课堂$

据了解#该计划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为教

学机构#漯河广播电视大学为承办单位$ 结合

新农村建设需要#课程设置有农村行政管理'农

业经济管理'乡镇企业管理'农业技术'园艺技

术'园林技术'畜牧兽医
8

个专业$同时开展%订

单式&教育#根据学员需求#制订个性化教学方

案#突出实用技术和能力培养#使每位学员通过

学习都能掌握两门以上实用技术$

!%&

本报讯 !记者王晖 实习生王春丽"

!

月

"(

日# 省招办公布了我省
"''#

年普通高校

拟招收的保送生名单#

&88

名优秀高中应届

毕业生在列$

接受我省保送生数量较多的高校有.清

华
%8

人 '北大
"&

人 '浙大
"*

人 '上海交大

"%

人'复旦大学
%%

人'中国科大
"'

人'武汉

大学
%&

人'西安交大
%%

人'中山大学
%'

人'

山东大学
%'

人'厦门大学
%%

人'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
%&

人'北京理工大学
%'

人$

需要提醒的是# 这些保送生须经过半个

月的公示# 接受社会监督# 公示日期为
!

月

"(

日0

)

月
%&

日$

!%&

周口!进"一元剧场#尝"文化大餐$

"

本报记者 张 靖

本报通讯员 刘成华 韩 磊

鸟巢里的河南鹰我省公布高校保送生名单

两场网络招聘会将举行

漯 河.

千名村官上大学

中牟!打造工农发展双"引擎#

开发商交房要出具质量保证书

我省将开通气象预警信息"顺风耳$

最高 !"""元救助先心病儿童

勇斗歹徒王付威荣立一等功

小学生爱心播撒革命老区

禹 州.

农民工职业技能大比武

本报讯
?

记者张华君 通讯员李涛 吴辉
@

施工场上#焊花飞舞'泥抹翻飞#年轻的农民

工们技艺娴熟地操作焊枪'泥抹和瓦刀#展示

着自己的绝活儿/电脑室里#键盘声声'鼠标

轻点# 时尚的农民工们聚精会神地畅游在软

件程序设计'应用的天地11

!

月
+)

日至
+(

日 # 禹州市举行首届农民

工职业技能大赛#来自不同行业的
!%(

名农民工

参加了大赛$大赛分计算机'电焊'瓦工和抹灰工

四个专业组#同时严格规定必须是在职农村户口

职工和社会农村技术人员方能参加比赛$

经过几天的激烈角逐
< !

月
+(

日下午大

赛落下帷幕#共评出一等奖
!

名'二等奖
%+

名'三等奖
+!

名$其中
!

名一等奖选手#每人

获得奖金
&'''

元# 并获高级职业资格证书#

被授予禹州市劳动模范和%乡土拔尖人才&荣

誉称号$所有获奖选手#将被推荐到该市条件

较好的国有或民营企业工作$

!%&

!

各地传真

视觉 新闻 左图$

!

月
"#

日!南阳

市卧龙区潦河镇新集小学

六年级的学生在校园里悬

挂奥运"千纸鹤#$

"$

熊运彬 郭文 摄

中图$

!

月
%#

日下午!

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小学

学生在展示自己巧手制作的

会爬绳%跳舞的福娃$

"&

牛智广 摄

右图$

!

月
%#

日!温县

一千余人参加了 &庆五一

迎奥运#长跑活动$

"&

王红亮 摄

!

月
%#

日
'

在两名同学激昂的朗诵声中
'

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理学

院为期
(

个月的首届大学生读书节完美落幕$ 同学们踊跃参加同期举

办的读书征文活动!收到参赛作品
"&!)

件$

"&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

汇丰对在郑州开分行很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