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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代
表团何时成立!能够获得多少
块金牌以及有没有大概的金
牌指标等问题!国家体育总局
有关领导

!!

日对此进行了详
细介绍"

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司
长张海峰

!!

日在北京国际新
闻中心介绍说!中国奥运会代
表团组成名单将于

"

月
!#

日
正式对外公布" 代表团目标
是争取在北京奥运会上金牌
数名列前位"

中国代表团究竟具体拿
多少块金牌# 张海峰说$% 雅
典是

$%

块! 我们力争要多于
雅典" &

% 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

确实非常困难" &张海峰不无
担忧地说!因为我们的对手都
非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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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预测!% 绿色健康&将与% 节能创新&

一起成为
!''(

年度空调业的主旋律"近期中国家
电行业% 英雄会&揭榜!评选出了在产品性能和外
观设计等方面均有突出表现的% 十大畅销创新产
品&!格力% 绿&系列空调榜上有名"

消费者对格力% 绿&系列也是情有独钟" 业内
人士表示!此系列空调自上市后市场表现不俗!是

格力挂机中的经典产品" 最大的亮点是空调设计
融入了% 绿色'健康&元素!除了空调机身全部采用
环保材料之外!空调器六大部件(((面板'面板
体'导风板'接水盘'排水管'过滤网都添加了无毒
无味'杀菌能力强的银离子!杀菌效果大大优于光
化等离子)过滤网'接水盘'排水管则加入了环保防
霉剂!有效防止霉菌的滋生)过滤网同时还选用了

新颖抗菌材料**植物精华儿茶素)

)

级能效比' 一键
轻松实现自动清洁)自动广角送风!仿佛置身大自然"

不难发现! 格力空调的产品凭借创新科技的强
势切入!实现了产品线向高'中'低端的全面渗透!创
造了空调业的% 格力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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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为庆祝格力空
调在河南销售突破

*+'

万套!畅销机型% 金'绿&系列
返现高达

"''

元!普惠风暴席卷中原"

!"#$%&'()*+,-./012 带你走进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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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月
!,

日起!北京奥运会仅剩
的
(%

万余张门票将通过设在各奥运场馆的售票亭
面向公众发售"

北京奥运票务中心主任朱炎
%%

日介绍说!北
京奥运会门票在前三阶段已售出

-''

多万张!占
全部可售门票的近九成)第四阶段将销售的

(%

万
余张门票中!有

%,

万张是北京地区的比赛门票!其
余均为在上海'天津'沈阳'秦皇岛举行的足球比
赛门票"

% 基本上每个项目都还有剩余门票! 包括在
+ 鸟巢,和+ 水立方,举行的比赛也还有少量的门
票" &朱炎说"

前三个销售阶段均出现了公众抢购奥运门票
的情况"朱炎表示!为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购买到门
票!在第四阶段!每人每次排队只能选择购买一个
场次'最多两张比赛门票"

据了解! 除奥林匹克中心区售票亭将销售国
家体育场'国家游泳中心'国家体育馆'击剑馆'五
棵松棒球场的比赛门票外! 北京地区的其他奥运
场馆只销售本场馆的比赛门票!上海'天津'沈阳'

秦皇岛赛区场馆售票亭只销售当地足球比赛门
票" 各场馆售票亭将在每天

.

点至
*(

点期间售票!

公众可使用现金或
/012

信用卡排队购票"

朱炎建议! 公众在购票前先登录奥运官方票
务网站-

333450678514980:0;<!++(46;

. !查询各场馆
售票亭的具体方位以及门票信息"

奥运期间
不会关闭中朝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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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
刘建超

!!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中国和朝鲜边境一切正常"

他是在回答有关奥运会期
间中国是否将关闭连接中朝边
境的多个桥梁的报道时做上述
表示的"

他说!有关报道毫无根据!中
朝边境一切正常! 不存在报道中
所说的情况"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每年一次免费体检

./0

近日 !卫生部 '教育
部联合印发了 / 中小学生健康体
检管理办法0 " 从今秋开始!在校
中小学生每年将进行一次常规健
康体检)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体
检费用由校方承担"

办法规定! 学校应组织所有
入学新生进行健康体检! 建立健
康档案" 在校学生每年进行一次
常规健康体检"

1!23#4/56

十县市被定为
地震极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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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民政部等
联合印发了汶川地震灾害范围评
估结果! 四川省汶川县等

*+

个县
- 市.被评估为极重灾区"

极重灾区分别是四川省汶川
县'北川县'绵竹市'什邡市'青川
县 '茂县 '安县 '都江堰市 '平武
县'彭州市"

大事记

每个项目都还有剩余票
奥运门票还有

(!

万余张 本月
!,

日起在场馆现场发售

1

速览天下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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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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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委八届八次全会

"

月
!*

日至
!!

日在郑州召开"

省委书记徐光春主持会议并代表省委常委
会就进一步解放思想作主题讲话!他强调!要认
真总结改革开放

$+

年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

我省解放思想的丰富实践和基本经验) 要明确
方向!把握重点!加强领导!务求实效!迅速掀起
新一轮思想解放热潮! 以思想的大解放推动河
南经济社会的大发展!使%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科学发展'加快崛起&成为全省上下的主旋律和
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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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春指出 !总结我省丰富和生动的发

展实践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 !解放思想是先
导 !改革开放是动力 !科学发展是要求 !加
快崛起是目的 !四者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

是实现河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
所在 "

徐光春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努力建成
农业先进'工业发达'政治文明'文化繁荣'环境
优美'社会和谐'人民富裕的新河南!是时代的
呼唤'中央的要求'人民的期盼!更是我们义不
容辞的历史责任"

实践充分证明!越是发展困难大'矛盾多'

任务重!越是要解放思想)越是发展成绩大'形
势好'水平高!越不能放松解放思想" 我们要迎
接新挑战'夺取新胜利!必须充分认识到继续解

放思想是实现科学发展的迫切需要! 是推进改革
开放的内在要求!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正确选择! 是加快中原崛起的
动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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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春要求!要明确方向!把握重点!以思想
的大解放推动经济社会的大发展"

第一!继续解放思想要在理论武装上下工夫"

第二!继续解放思想要在更新观念上下工夫"

第三! 继续解放思想要在创新体制机制上下
工夫" 牢固树立% 开放度有多大!发展空间就有多
大&的理念"

第四! 继续解放思想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上下工夫" 以更硬手腕推动节能减排"

第五!继续解放思想要在维护社会稳定上下工
夫"

第六!继续解放思想要在提高干部素质上下工
夫"

第七!继续解放思想要在创新党的建设上下工
夫"

徐光春强调!要加强领导!务求实效!迅速掀起
新一轮思想解放热潮"要广泛发动!扎实开展以% 新
解放'新跨越'新崛起&为主题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
动"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郭庚茂代表省委常委会作
总结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安排部署下半年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报告"

省委八届八次全会在郑州召开 徐光春主持会议并作主题讲话

以思想大解放推动河南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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