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举办各类招聘会1287场次

提供岗位近97万个

进场求职人员约128万人

达成初步求职意向42万多人

●我省城镇新增就业

21.78万人

●就业困难人员
实现就业

2.59万人

●失业人员再就业

6.8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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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月底 春节后

●网上新增招工单位6500家

提供岗位5.4万个

投递求职简历6.5万人次

求职人数3.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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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3月 9日，
环保部第一季度空气质量专项督查郑
州市情况反馈会举行。

截至3月7日，郑州市区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在全国74个重点城市排位倒
数第九，同比上升了6个位次，在京津冀
及周边2+26个城市中倒排第11位，综
合指数同比下降2.84%，消减率在2+26
个城市中排正数第四位，PM10累计均
浓度是18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了
7.4%，优良天数是22，与去年同期持平。

环保部第十五督查组组长李向群
反馈了环保部在郑州市督查的情况，
肯定了郑州市大气治理取得的阶段性
目标，认为郑州市存在不足尚需改善：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检查清单不全、

针对性不强等问题影响应对效果。部
分排污量大的企业未纳入应急管控清
单，督查发现荥阳市至少有23家碳素
企业，但是列入应急减排停限产企业
清单的只有 11家。新郑市应急预案
减排清单中涉及使用燃煤锅炉的企业
仅有2家，督查发现，至少有4家企业
的 5台锅炉未纳入清单。企业停产、
限产、管控不到位，工地该停未停，裸
土没有覆盖到位，道路扬尘严重以及
燃烧垃圾等现象仍然存在。

针对环保部督查反馈和要求，郑
州市市长程志明表示，要认真抓好贯
彻落实，对督查交办的问题照单全收，
扎实整改，追究责任，确保全面完成各
项目标任务。③7

本报讯（记者 陈慧 通讯
员 翟道武 张明）3 月 10 日上
午，春光明媚。在登封市陈家门
义务植树基地，到处是忙碌的身
影，3000多名省直单位干部职
工在荒山上挥锨挖坑、扶苗培
土、提桶浇水，欢声笑语中栽下
一株株希望之树，当天共栽植侧
柏、油松2万株。

此次“关爱自然、义务植树”
活动由省直文明委、省委省直工
委、省林业厅、省机关事务管理
局组织开展，省委宣传部、省委
统战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等
160多家省直单位的干部职工
带队参与植树活动。

省直单位集中义务植树已
持续多年，省委副秘书长、省委
省直工委书记李恩东说：“大家
义务植树的热情一年比一年高，
这次要求一个单位来 10人，预
计有2000人，没想到来了3000
多人。”

来自省国家保密局的李国
奎正在挖坑，坑里有不少大大小
小的石头，他用铁锨把石头一块
一块地清除，60厘米深的坑挖
下来花了20多分钟。“我不仅每
年都报名参加植树，还让家里人
在老家院子里也栽树。改善环
境光抱怨没有用，每个人都应该
是参与者”他说。

省绿化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陈家门义务植树基地是今
年新开辟的义务植树点，面积
约 1000 亩，是郑州市林业局
向当地群众流转的荒山，为期
10 年，后期将规划为森林公
园。③5

本报讯（记者 宋敏）3月10日，记
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
截至2月底，我省城镇新增就业21.78
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6.83万人，就业
困难人员实现就业2.59万人，全省就
业实现良好开端。

目前，我省人力资源市场供需两
旺。各地抓住春节后企业招工和农民
工外出务工的高峰期，已举办各类招
聘会1287场次，提供岗位近97万个，
进场求职人员约 128万人，达成初步
求职意向42万多人。

利用互联网进行求职招聘成为重
要途径。河南就业网显示，春节后网
上新增招工单位 6500 家，提供岗位
5.4万个，投递求职简历6.5万人次，求
职人数3.2万人。

企业用工好于去年，多数企业对
转型升级和产业发展预期向好，招工
意愿提高。省人社厅抽样调查的200
家企业中，春节后有招募员工计划的
170家，计划招聘15073人，较去年同
期增加3354人。截至2月16日，这些
企业实际招聘员工6107人，完成计划
的40.5%，企业用工潜力较大。

据分析，节后企业用工呈现两个
特点。一是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回暖，
用工增加。问卷调查涉及制造业企
业 115 家，其中有招聘计划的 100

家，计划招聘 9199人，制造业企业中
有招聘计划的户数占比、招聘员工数
量占比，均高于本次样本企业的平均
水平，也远高于 2016 年同期数据。
二是服务业发展较快，吸纳就业多。
今年的春季大型人才招聘会，共提供
各类岗位 9.38 万个，其中三产占比
62.44%。值得一提的是，大商、丹尼
斯、家乐福等进场设展，招聘大量便
利店营业员和网络人员，说明传统实

体商业在经受住网络零售的冲击后，
正在进行线上线下融合，大卖场与便
利店协同转型发展，对就业岗位增加
带来积极贡献。

在农民工就业方面，我省就业形
势较为平稳，未出现农民工因找不到
岗位而大量滞留的现象。在调查样本
所取的 30 个行政村，在外务工人员
15589人，春节前返乡11945人，占在
外务工人员的76.6%。春节后有外出

务工意向人数 15376人；截至 2月 16
日，已外出务工13507人，占有外出务
工意向人数的87.8%。

为实现全省稳定就业，省人社部
门联合省扶贫办、省总工会、省妇联，
开展为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的“春风
行动”，截至 2月 20日，共帮助 6.7 万
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找到工作，为35
万人提供创业政策咨询服务，51.2万
人实现了转移就业。③3

制造业用工增加 服务业吸纳量大

我省城乡就业开局良好

环保部反馈督查郑州空气质量情况

省直机关干部职工热情高

约了2000人，来了3000多

3月 9日，在淮滨县王家岗乡按泽丰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弱筋小麦种植基
地，社员正控制无人机喷洒农药。⑨6 韩浩 李鹏 摄

◀3月10日，郑州市交警九大
队民警与郑州市实验小学的同学
们共同开展义务植树活动。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关爱自然 义务植树

□本报记者 逯彦萃

一包葛根粉冠上“神药”名号就卖
数千元，一个能加热的床垫起个“磁疗
床”的名字能卖２万元……一些成本
只有几十元、几百元的商品，为啥经过
商家的包装和销售人员的忽悠，就能
在老人面前一骗一个准？如何才能让
老年人识破陷阱，避免吃亏上当？

打着亲情牌 骗你没商量
最近，家住郑州市沙口路北段的

刘先生很闹心，母亲在附近的一家氧
吧花了近7000元买的两盒“神药”，原
来只是葛根粉。刘先生怀疑母亲被
骗，要把药退了，但老人不同意，母子
俩为此闹了矛盾。

此类案例，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屡
见不鲜。而在这些所谓“保健品”的营
销过程中，一些不良商家惯用的伎俩
就是打亲情牌。

记者日前在郑州市经五路一家养
生店调查发现，工作人员以免费量血
压、测血糖的方式吸引老人进店，还赠
送小礼品，让老人觉得花高价“投资健
康”物有所值。还有一些养生机构，经
常给老人打电话嘘寒问暖，组织他们
集体洗脚、唱歌、过生日，慢慢和老人
建立像家人一样的亲密关系，老人就
心甘情愿掏了腰包。

作为一名专业养老服务工作者，河
南省人大代表豆雨霞认为，老年人退休
后没有了事业，子女又忙于工作，因而
缺少情感交流的对象。“一些不良商家

正是利用了老人的失落和孤独，组织他
们开展集体活动，老人觉得有了归属
感，‘心甘情愿’上当。”豆雨霞说。

老人擦亮眼 子女多理解
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

人员杨鑫说，当前一些商家利用老年
人有健康需求，混淆视听，将一些食品
或中药材冠以“保健品”“神药”名号出
售，牟取高额利润。

他提醒老人，在投资健康时要擦亮
眼睛，正规的药品有“国药准字”号，标注

“功能主治”，商家需要有“药品经营许可
证”才能销售；而保健食品有“小蓝帽”标
志，标注“保健功能”或“适宜人群”等内
容。如果发现有商家将“三无”产品当药
品卖，消费者可拨打食药局热线12331
举报。消费者如发现上当受骗，也可以
拨打12315热线维权。

豆雨霞建议，如果子女发现老人购
买保健产品上当。要站在老人的角度去
思考，在聊天中给他们算算经济账。或
者用陪伴的方式让老人远离商家的陷
阱，让老人的情感需求得到满足。②7

聚焦 消费热点面面观 ②

靠“大忽悠”营销 打亲情牌“坑老”

如何让老人远离保健品陷阱

中方回应朴槿惠被弹劾

再次敦促韩国停止部署“萨德”

据新华社北京3月 10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 10日在回应韩国总统
朴槿惠被弹劾一案时说，中方希望韩
国保持政局稳定。他同时再次敦促韩
国停止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为两国
关系重回健康发展轨道扫清障碍。

耿爽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有
关弹劾案是韩国的内部事务，中方不
作评论，“作为邻国，我们希望韩国能
保持政局稳定”。

关于对朴槿惠的评价，耿爽说，朴
槿惠前总统在任期间，为推进中韩关
系做了大量工作，中方对此予以肯
定。同时，她在任期间，韩国政府作出
了同意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决
定，这影响了两国关系发展，我们也表
明了反对态度。

耿爽说，中韩两国是搬不走的邻
居。建交 25 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
下，两国关系取得很大进展。中方对
中韩之间的交流合作始终持积极和开
放态度，这一立场没有改变。

他说，目前中韩关系发展面临困
难，症结就是“萨德”问题。在“萨德”
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非常明确和坚
定的。

“我们希望韩方正视中方关切，倾
听民众呼声，切实以两国合作以及地
区和平稳定的大局为重，停止有关部
署进程，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扫清障
碍。”耿爽说。

韩国宪法法院10日宣布通过针对
总统朴槿惠的弹劾案，朴槿惠成为韩国
宪政史上首名被弹劾罢免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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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9日，在宁陵县葛天森
林公园林区里，孩子们和家长一起
植树。当天，该县直幼儿园组织开
展亲子植树活动。⑨6 闫占廷 摄

本报讯（记者 刘春香）3月3日至9
日，河南旅游及航空推介团分别走进加
拿大温哥华，美国旧金山、洛杉矶，哥斯
达黎加首都圣何塞等三国四地，展示河
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推广河南旅游形
象，并最终达成多项送客及直航计划。

近年来，我省通过举办世界旅游
城市论坛、设置海外游客推广中心等
多种方式，带动入境游客增长。“河南，
中国历史开始的地方”品牌叫响全
球。2016年，河南入境游客达 285万
人次，旅游创汇 9.2亿美元，同比分别
增长6.23%、8.3%。

此次举行推介会的四个地方，都
是河南的主要客源地。美国与中国互
为第四大客源国，且洛杉矶与旧金山
是华人聚集地，对老家河南的认同感
很强；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客源市场；

哥斯达黎加是中美洲最富裕的国家之
一，旅游消费需求强劲。

推介会中，省旅游局局长寇武江用
“OKEY”（OK 的全称）介绍了河南文
化、河南功夫、河南胜景及现代河南的
生机与活力。O即Origin：河南是中华
文明的发祥地；K即Kung Fu：中国功
夫逐步形成了少林拳、太极拳并驾齐驱
的格局；E即Engrossing：河南旅游资
源丰富多元、引人入胜；Y即Youth-
ful：河南既是古老的，又是年轻的。

吸引境外游客的到来，最需要航
线的配套支撑。截至目前，河南已经
开通国际国内航线共184条。省民航
办主任康省桢表示，今后河南旅游推
介到哪里，航线就开到哪里。此次省
民航办与洛杉矶、旧金山达成意向，有
望今明两年开通直航。③5

我省到海外推介旅游及航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