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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吉成宝百货大楼

沈阳成宝百货商店

2014年7月11日 星期五 专版专版

为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提升办学水平，东北财经大学面

向海内外公开招聘部分院长（主任），真诚欢迎海内外有志之士

报名应聘。

一、招聘岗位

1. 经济学院院长

2. 人文学院院长

3. 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岗位职责及单位介绍详见东北财经大学校园网 （http://

www.dufe.edu.cn） 主页“通知公告”专栏相关公告及学院

（中心） 网页。

二、应聘条件

1. 学风正派，治学严谨，师德高尚，爱岗敬业，办学理

念先进，具有国际化视野；2. 具有创新思维，在国内外学术

领域有重要影响，学术造诣深厚，具备统筹规划团队力量，

带领本学科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能力；3. 具有战略性思维，

有一定的行政管理工作经历和较强的领导协调能力；4. 具有

相关专业博士学位，国内知名大学教授或相当职务，其中海

外应聘者应具有副教授 （含） 以上职位；5. 身体健康，年龄

一般应在55周岁以内 （特别优秀者年龄可适当放宽）。

三、聘用待遇

按照学校有关人事政策及 《东北财经大学关于引进高水

平人才的实施意见》 有关规定执行。特别优秀者，可协商确

定相应待遇和工作条件。《实施意见》请登录东北财经大学校

园网首页“诚聘英才”专栏查阅。

四、报名方式和期限

以函寄或发送电子邮件方式将下列材料送达学校党委组

织部：1．《东北财经大学公开招聘部分院长 （主任） 报名

表》（请在东北财经大学校园网主页下载）；2. 学历、学位、

专业技术职务证明、获奖成果证书、行政职务任职文件、身

份证 （或护照） 等复印件或扫描件 1 份；3. 近 5 年来主要工

作业绩和学术成果清单；4. 本人近期 2寸证件照电子版。

联系人：王金蕾；

电 话：86-411-84710225；

传 真：86-411-84713212；

邮 箱：ganbuke@dufe.edu.cn；

通讯地址：中国大连沙河口区尖山街217号 东北财经大

学组织部干部科；

邮 编：116023。

报名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4年8月15日止。

东北财经大学

2014年7月11日

东北财经大学面向海内外诚聘部分院长 （主任） 公告

扎赉诺尔扎赉诺尔：：腾飞的魅力之城腾飞的魅力之城

扎赉诺尔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东部，地处
我国内陆对外开放的前沿，兼具中、俄、蒙三国风情，
传承了千年草原文明、百年矿山历程。当前，扎赉诺尔
正强力打造煤炭、电力、化工、加工制造、商贸物流、
文化旅游六大支柱产业，努力构筑产业振兴、生态宜
居、富裕文明、开放和谐的新型工业化城区。

繁荣扎赉诺尔：经济快速发展

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55.2亿元，同比增长10%。目
前，扎赉诺尔有工业企业 75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3家。扎赉诺尔工业园区入驻企业近40家，包括华能集

团等国内知名集团企业，建成了飞马广场、扎赉诺尔博
物馆和猛犸象文化雕塑群。以猛犸公园 （国家4A 级旅游
景区） 为主体的扎赉诺尔文化旅游产业园项目加速推进。

活力扎赉诺尔：开放全面升级

招商引资始终是扎赉诺尔区经济工作的龙头工程。
2013年实施动态管理项目 211个，纳入满洲里市重点项目
108项，纳入呼伦贝尔市重点项目5项，纳入自治区重点项
目 3项，112个续建、新建项目中超亿元项目 15个，开工建
设89个，开工率达79.5%。开放水平全面提升，深化与俄蒙
地区务实合作。

靓丽扎赉诺尔：城市日新月异

近年来，扎赉诺尔统筹推进旧城区改造与新城区建
设，城市的承载能力显著增强。扎赉诺尔开发新城区，
建成了一批公共服务项目：残疾人康复托养中心、小
学、幼儿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办公楼等投入使
用；新区中学、中蒙医院开工建设；建设了三条横跨铁
路贯通南北的立体通道，形成了七纵五横的城市路网。

和谐扎赉诺尔：民生全面发展

扎赉诺尔设立了“济困门诊”、“济困病房”，新建了疾
控中心、第二医院，优化了社区卫生服务的功能布局；完成
了全区小学教学楼的扩建加固改造工程和新建教学楼工
程；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突破5万人，基本实现全民医疗
保险；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和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全面启
用；深入实施安全饮水工程，基本实现了规划区内安全饮
水全覆盖；在呼伦贝市率先实施了低保居民购粮补贴。

文明扎赉诺尔：新风扑面而来

扎赉诺尔逐年加大文化事业投入，国家矿山公园一
期、扎赉诺尔大剧院、榕欣文体活动中心、有线电视光纤
网改造等一批惠及百姓的文化民心工程相继建成投用；扎
赉诺尔古墓群、蘑菇山北遗址分别被列为国家第六、七批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扎赉诺尔哺乳动物及古人类化石区被
列为自治区级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扎赉诺尔举办的
八届文化艺术节，显著提升了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地方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张达）

腾飞中的扎赉诺尔新区腾飞中的扎赉诺尔新区。。 张达张达 摄摄

有陌生的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熟悉。
使人惊讶的是，中国延吉街市也有不
少韩文牌匾，让我感触颇深。当时，
就产生了一种想法：将来离开韩国
后，这里就是我度过后半生的地方。

■成立成宝有限公司

虽然当时对中国并不了解，但
1994 年 4 月，我却义无反顾地来到延
边，只想拼尽余生之力在中国干出一
番事业。我在延吉市购买了一套不大
的房子，开始了百货店事业，并聘用
了朝鲜族同胞为总经理兼理事职务。
随后举行了简单的签约仪式，并一起
拍下了合影做留念。

■交通事故

1994 年，从龙井回延吉的途中，
我遇到了交通事故。一辆三轮车把我
右手手指撞成了 6 截。住院时，那位
三轮车司机来求情，说因家里情况困
难，恳求原谅。看他其情可悯，决定
请求当地交警从宽处理。当然，我也
没有管他要治疗费和车辆维修费。后
来，才知道他向人借了 2000元，托我
的职员转交给我。

■亚洲金融危机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原
先 1 美元对 780 韩币的汇率一下涨到
1800 韩币。很多依赖汇率的企业都受
到了严重打击，并在一夜之间破产。

韩国的成宝本社也没能幸免。因为向
中国投资的第一笔资金 288 万美元的
80%是贷款金额。以当时 1 美元对 780
韩币换算的话，相当于18亿韩币，但
是升到 1800韩币后就变成了 41亿 5千
万韩币。这样一来成宝韩国本社、新
沙洞分店、位于忠清南道瑞山的房
产，还有首尔文来洞的住宅等超过 60
亿韩币的不动产全部扣押后还剩下 20
亿韩币的债。

■感恩中国人

因遭遇金融危机，韩国成宝本社
很难再追加投资，我在无可奈何的情
况下，只好向中国国内银行申请贷
款。可是贷款需要有营业执照 （房产
证等），但当时在竣工阶段，尚待验
收，要拿到营业执照就更不容易了。
于是就向周围的中国人寻求帮助。也
许是平时没有失信的关系，很多人都
积极替我出谋划策。在他们的帮助
下，我顺利拿到了营业执照。把营业
执照捧在手上时，我感动地留下了眼
泪，当时就下定决心：为了这些慷慨
相助的中国人，我一定要在延边这块
土地上把百货店做起来；在我有生之
年，要把我所受到的恩惠以 10 倍、
100 倍报答给延边——我的第二故乡。
迄今为止，我仍未忘记自己当时许下
的承诺。

■热情四射的土地

最终在延边自治州有关部门的积
极帮助下，我们以较低的利息，从中
国国内银行获得了贷款。“车到山前必
有路”说的应该就是我当时的处境

吧。这笔贷款解决了我们的
燃眉之急，而且我们在完成

了工程建设后，储备了一部分用作今
后酒店建设的资金。从此之后，为了
报答热心帮助过我的中国人，我全身
心地投入到公司经营上。

■百货店开张和社会活动

1997年9月3日上午9点30分，延
吉成宝百货开张了。中国延吉市政府
和韩国青州市政府相关人员参加了百
货店的开张典礼。当天，百货店内人
山人海，热闹非凡。与此同时，韩国
商品展示会同步举行。1998 年，我们
邀请了韩国首尔冠岳区的企业人士举
行了韩国商品展览会；1999 年，我们
邀请了韩国中小企业中央会的朴相熙
会长。不仅如此，2002 年和 2007 年，
我们两次组织中国延边经济文化考察
团到韩国考察。我们一直为中韩两国

的交流付出努力。
2002 年，我们向中国的延边大学

研究生资助了奖学金。2007 年，我们
在延边大学、延边一中、延边第二中
学设立成宝奖学金基金会。虽金额不
多，但我们一直在努力。相比起当年
我深陷困境时对我伸出援手的中国
人，我做的这些真是微乎其微。然
而，我却又得到了“过分的奖励”：
1997年11月，我获评延吉市荣誉市民
奖；2006 年，我被授予吉林省长白友
谊奖；2006 年 4 月 10 日，我获得了吉
林省永久居住权；2009年11月，我获
得了外国优秀专家的表彰；2012 年、
2013 年连续两年荣获延吉市颁发的优
秀企业表彰及奖金。

热爱中国、喜欢中国人的郑会长
虽已年过六旬，但仍积极参与社会
公益活动。现在，企业经营事务交
由韩国乐天百货的专业人员打理，
但是他对中国的感情依旧如初，未
曾改变。

郑永彩

吉林成宝百货的郑永
彩会长虽身为韩国人，但
相比于自己的国家，他更喜
欢中国这片土地。因为喜欢
中国，也喜欢跟中国人打交
道，所以，年过六旬的他依然
选择进入中国市场开创事业。
现在，郑永彩虽已退居幕后，
但在中国延吉和沈阳等城市的宾
馆、餐饮、物流行业中，影响力
依旧不减。而郑永彩在中国更是
以热爱公益事业广为人知。

近日，随着中韩首脑会谈，两
国关系进一步加强，而郑会长与中
国的缘分势必越来越亲密。

1991 年 7 月 ， 郑 会 长 初 到 苏
州 ， 便 与 中 国 结 下 了 “ 不 解 之
缘”。之后的 20多年里，经过与中
国友人不断接触，他真正的了解
了中国以及中国人。随着一幕幕
回忆，他讲述了自己与中国的珍
贵缘分。

■与延边的缘分

1992 年夏天，我
第一次来到中国延

边 。 虽 是 刚 踏 上
这片土地，却没

韩国企业的公益梦成宝百货：成宝百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