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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土壤污
染防治在我省正式启动了。5 月
31 日，省环保厅土壤环境管理办
公室主任邵丰收表示，近期省政府
印发《河南省清洁土壤行动计划》，
标志着去年国务院发布“土十条”
之后，我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有了
结合本省实际的“时间表”和“路线
图”。

《河南省清洁土壤行动计划》提
出了我省土壤污染防治的指标：全
省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及污染地
块安全利用率，到2020年底都要达
90%以上，2030年底都要达95%以
上。此外，省环保厅成立了土壤环
境管理办公室，并建立河南省土壤
污染防治厅际联席会议制度。

那么，我省目前土壤环境质量
如何？《河南省清洁土壤行动计划》
指出，当前全省土壤环境质量状况
总体良好，但由于正处于新型工业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加速推进时

期，局部地区土壤呈现新老污染并
存、有机污染和无机污染交织的复
杂局面。

为摸清河南土壤质量底数，我
省已经启动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
作。邵丰收告诉记者，土壤污染具
有隐蔽性，目前还不能像大气、水污
染实现实时在线监测，同时土壤污
染具有富集性特点，修复治理代价
大，因涉及粮食和食品安全，也较为
敏感。

按照计划，2017年年底前我省
要完成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国控点位
设置，建立土壤环境监测体系，相关
的技术规范正在制定中。

据介绍，为落实“土十条”，今年
我省还要把洛阳、新乡、驻马店作为
3个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立
工作体系、政策体系，重点在土壤污
染源头预防、清洁生产、风险管控、
治理与修复、监管能力建设等方面
进行探索。②9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5月 26日，记
者从省知识产权局获悉，我省日前出台
了《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省建
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明确我省知识产权强省建
设目标：到 2020年,知识产权创造水平
显著提高,每万人口有效发明专利拥有
量超过 10件,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
专利申请量年增长率超过 30%。商标
注册总量达到 45 万件,河南省著名商
标达到 4000 件,受保护的地理标志达
到 230 件,拥有一批优良植物新品种
权,版权拥有量实现较大幅度增长,知
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全省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知
识产权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
引领作用充分显现，努力建成知识产权
强省。

《意见》提出，下一步我省将探索在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河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专利、商标、版权综
合管理改革试点。推动国家级高新区、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国家知识
产权创意产业试点园区建立专利、商标、
版权综合管理和执法模式。根据国家有
关要求,推动省级层面的专利、商标、版
权等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工作。
推动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理、责权一
致、运转高效的体制机制。

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意见》明确我
省将推动形成授权确权、行政执法、司法
裁判、维权援助、社会诚信及调解仲裁相
互促进的知识产权综合保护机制,完善
覆盖知识产权获权、用权、维权等多个环
节的保护链条,构建协调、顺畅、高效的
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③3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5月 31日，省
公安厅交警总队发布消息，按照公安部统
一部署，河南作为全国第一批8个推广试
点省份，从6月20日开始，全面启动全国
统一选号系统和号牌生产管理系统，机动
车号牌全部向社会公开、公平、公正发放，
这意味着我省机动车号牌将进入系统自
动管理的新时代。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负责人表示，全面推
行互联网预选号牌号码，群众可以通过“河
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互联网交通安全服
务管理平台”（www.122.gov.cn）或者手机
APP“交管12123”选取号牌号码。

此外，扩大选号范围，提供随机选号
和网上自编自选两种选号方式，车主可

根据自身喜好自愿选择选号方式。随机
选号由“10选 1”扩大为“20选 1”，号牌
号码资源宽裕的地方可以扩大为“30~
50选 1”，更好地保障群众选择权。购买
二手车可保留原车号牌，旧车转让或报
废后，原车主再次购买新车或者二手车
均可使用原号牌号码，也可以申请使用
新的号牌号码。原车主在一年内没有申
请使用的，该号牌将重新进入选号池，向
社会公开发放。同时，放宽使用原车号
牌时限，将使用原机动车超过三年可以
保留该车号牌的要求，调整为使用一年
后即可申请保留，并将保留原号的申请
时限由自原车转让或报废后6个月内提
出，调整为一年内可以提出。③5

我省将全面启动全国统一选号系统

机动车号牌向社会公开发放

扁桃树下初圆脱贫梦

2020年全省著名商标达4000件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5月 31日，记
者从郑州国际陆港公司了解到，由于去
回货量两旺，中欧班列（郑州）开行频次
再获提升，从5月底开始，已逐步实现了

“去五回五、每周十班”常态化均衡对开，
持续保持在中欧班列中的领跑优势。

一张时刻表上清晰地显示出中欧
班列（郑州）6 月份的开行计划：每周
二、三、四、五、六都会有班列分别从郑
州和汉堡开出。对开平衡货爆仓，国内
外货源充足正是中欧班列（郑州）不断
快跑的原因所在。据介绍，中欧班列
（郑州）已实现了双向满载常态化运
营，去程从 2016年 8月开始，已连续 10

个月保持满载，回程也从 2016年 12月
开始连续 6 个月保持满载。今年前 5
个月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郑州）共
开行 125 班，货值 8.18 亿美元、货重
8.29万吨。

目前，中欧班列（郑州）境内外双枢
纽和沿途多点集疏格局已形成，“东联西
进”覆盖辐射范围持续扩大，已逐步形成
了“以运带贸、以贸促运”的良性产业互
补发展格局。郑州国际陆港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杨文俊介绍说，今年下半年，中欧
班列（郑州）将实现每周去六回六、单程
运输时间 11 天~12 天，力争全年开行
400班以上。③5

中欧班列（郑州）开启“快跑模式”

2017年，我省高校毕业生

总数达到 51.8万人，再创历史

新高。大学生就业情况成为社

会关注的焦点。大学生就业创

业该从哪里寻找机遇？如何能

实现“精准就业”？社会和政府

部门又应该为他们提供什么样

的帮助和支持？希望这组“关

注大学生就业创业”系列报道

能够提供一些思路和借鉴。

□本报记者 宋敏

又到一年毕业季，大学生就业形
势依然严峻。前不久，智联招聘发布
的《2017年大学生求职指南》显示，
截至4月份，今年应届毕业生签约率
比去年同期略有下降，近三成毕业生
没有获得 OFFER（录取通知书）。
40.8%的应届毕业生认为“就业很
难，形势非常严峻”。

“不过，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不是
现在才有的，要用动态的眼光看待这
个问题。”5月31日，河南省公共就业
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从国际范围看，我国大学生
的初次就业率和二次就业率仍处于

中上水平。具体到我省，高校毕业生
初次就业率近年来始终保持在80%
以上，连续多年高于上年同期和全国
平均水平，有工作意愿的大学生基本
在当年年底都能实现就业。

目前所谓的大学生就业难，很多
情况并不是说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而
是工作搜寻时间长、整个择业过程
难，以及找到一个合适的满意工作
难。今年我国有9.8%的应届毕业生
选择“慢就业”，说明随着越来越多的

“95后”走出校园，大学生对就业的
选择更加多元化，更加注重工作与兴
趣的结合度；毁约率略有上升，更多
学生因理想与现实存在落差而毁约，
说明他们更注重自己内心的感受和
想法。

压力之下也有机遇。目前我省
经济运行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
好的态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
结构不断优化，“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效应持续释放等，都为大学生就

业创业提供了新的机遇。
“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优化

是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根本动力。”河
南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卢宇说，例
如郑洛新“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
城市群正式获批，实施“互联网+”示
范项目，大力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
业、生活性服务业，以及传统产业的
转型升级，都存在着大量稳定和提升
现有岗位、创造新岗位的机会。

新兴产业发展也为大学生就业
提供了新的机遇和空间。近年来，信
息技术和计算机服务、金融、电子商
务等现代制造和服务业发展迅速，提
供了大量适合毕业生的就业岗位。
从我省人力资源市场数据反映出来
的情况看，这些行业市场需求和企业
实际用工都在增加。

今年起，我省实施“河南省高校毕
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通过能力提
升、创业引领、校园精准服务、就业帮
扶、权益保护五大行动，运用各项政策
措施和服务手段综合施策，精准发力，
努力实现高校毕业生就业保持较高水
平。我省还将进一步完善有关大学生
就业创业的政策和服务体系，让毕业生
在校时和离校后都能接受职业指导、
职业规划、就业信息服务、职业培训、
实习见习、创业教育和创业服务等系列
就业创业的政策扶持和服务。②8

从经济转型中寻找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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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列出土壤污染防治“时间表”
相关新闻

□本报记者 高长岭

土地质量事关食品安全，《河南
省清洁土壤行动计划》提出，要防治
土壤污染、防治农业面源污染，那土
壤污染都有哪些呢？省农业厅能源
站副站长吴国林在接受采访时介
绍，土壤污染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
面源污染，主要是因化肥农药过量
使用，造成土壤酸化，耕地质量下
降，地力随之下降；另一种是重金属
污染，造成农产品重金属含量超标，
尤其是食品类农产品给人类健康带
来直接威胁。

记者还获悉，省地质调查院经
过十多年调查，2015 年 10 月曾经
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在所查河南

省土地中，97%以上土地符合国家
绿色食品产地标准，95%以上土地
肥力适中，有毒有害重金属元素含
量低，表明中原粮仓是安全粮仓、
绿色粮仓。调查人员还首次在安
阳、焦作、平顶山等地发现绿色、无
污染富硒耕地 377.9 万亩，另外在
安阳、洛阳等地分别发现富硼、富
锌、富钼土地资源。这些富含有益
元素耕地的发现，为河南省发展特
色农业产业奠定了基础。

有业内人士表示，一个地方的
某种元素丰富，是历史上本来如此，
还是近期外来污染所致，这些问题
需要长期跟踪调查，分析其变化，调
查其来源。因此，我省着手建立土
壤环境监测体系非常必要。②9

土壤污染有哪些？

▲5月25日，孟州市化工镇农翔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正在采
摘大樱桃。该合作社1600棵大樱桃陆续进入成熟期，吸引不少
市民前来采摘。⑨6 王铮 贾黎明 摄

▶5月26日，夏邑县北岭镇朱场村瓜农将西瓜装箱外运。该
镇种植弓棚西瓜面积30000余亩，产品远销湖南、江苏、上海、北
京等地。⑨6 苗育才 摄

夏日炎炎 瓜果甜甜

近日，卢氏县在望家村、半水河、香山庙和寨上建起多个“文明旅游驿站”，为过往
游客提供便利服务。⑨6 程专艺 摄

关注大学生就业创业

□本报记者 吴烨 本报通讯员 郑素丽

初夏时节，三门峡市湖滨区交口乡
富村的种植园满眼翠绿，一个个山核桃
大小的美国扁桃点缀在绿油油的叶子中
间，非常招人喜爱。一群群毛色光亮的
土杂鸡，自由自在地在树下的草丛中觅
食。

交口乡党委书记张永星介绍说，
富村是省级贫困村，该村“两委”班子
了解到美国扁桃仁市场前景好且投资
小，于 2014 年流转土地 300 余亩发展
美国扁桃种植，并成立了扁桃种植合
作社，依靠发展种植业促进村民脱贫
增收。

3年过去了，当初柔弱的小树苗如今
已经挂果。由于美国扁桃从栽植到盛果
期需要 5年时间，见效周期较长。为加
快脱贫步伐，今年年初，合作社决定带领
群众发展树下散养土杂鸡，做到长短结
合、以短养长。

在帮扶单位和驻村工作队的支持
下，村扁桃种植合作社组织人员平整道
路、接通水电、搭建鸡舍、修建围栏，仅一
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占地500平方米的标
准化鸡舍建设。

村委会主任、村扁桃种植合作社负
责人邓建刚告诉记者，这批土杂鸡主要
是放养，靠觅食虫、草为主，喂食玉米为
辅，同时粪便又能做肥料，有效促进果树
生长，以此发展生态农业。

邓建刚说，第一批8000余只土杂鸡
7月份就能出栏，正赶上美国扁桃成熟，

“届时我们计划开展市民采摘、捡拾土鸡
蛋等相关活动。”

“我这几年一直在这儿干活，每个月
有工资可以拿，离家不远，家里的活也耽
误不了。”在合作社务工的贫困户赵崇锁
开心地说。

“我们成立合作社的目的就是要带
动群众脱贫，希望更多的贫困群众加入
合作社，实现脱贫致富。”邓建刚说。③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