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3月 22日
至3月31日，河南省5家环保设施和
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将首次集中
向公众开放。

据了解，第一批全国环保设施和
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名
单已公布，全国共124家，我省入选5
家。我省入选的5家单位全部参加本
次集中开放活动，分别是：河南省环境
监测中心，开放时间为3月23日（周五）
10：00~11：00，接待规模50人左右，联
系电话0371-66309316；中原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五龙口水务分公司，开放时
间为3月22日(周四）9:30~12:00，接
待规模 60人左右，联系电话 0371-
55326614；郑 州 市 南 三 环 污 水 处

理厂，开放时间为 3月 24日（周六）
9:30~12:00，接待规模 60 人左右，
联系电话 0371-55326604；郑州荥
锦绿色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荥阳垃圾
焚烧发电厂），开放时间为3月 29日
（周四）10:00~12:00，接待规模 60
人左右，联系电话 0371-64618523；
中再生洛阳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开放
时间为 3月 28日~30日每天 9:00~
11:00，接待规模每天30人，共90人，
联系电话0379-67073566。

据悉，今后我省还将逐步确定更
多向公众开放的设施单位，定期组织
集中向公众开放活动，更好地满足公
众的环境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提
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③5

本报讯（记者 李林）3月 18日，
记者从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
理局获悉：2018年郑州市将新建公
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7000套。

据介绍，2017年郑州全年棚改项
目新开工10.7万套，基本建成保障性
住房8.9万套，其中，棚户区改造基本
建成7.9万套，公共租赁住房基本建成
1万套，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入住4730

套。
2018 年，郑州市计划新开工棚

户区改造安置住房项目9个，共计2.1
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基本建成6万
套，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 7000
套。值得注意的是，郑州市将大力培
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将在市内五
区以办事处为载体，拟设立 20至 25
个房屋租赁服务站点。③7

□本报记者 史晓琪

开封市优秀大学生村干部刘前进，
发起成立了开封市祥符区四妮蔬菜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了200多户农
民从事黑番茄、三叶香、田七、非洲冰草
等30多种新特蔬菜的种植，产品销往
全国各地，为当地农村留守妇女、返乡
农民工提供了就地就近就业岗位。

“基层也是年轻人实现梦想的大
舞台，大学生扎根基层大有可为。”刘
前进的话，也是不少大学生的心声。

近年来，国家大力引导鼓励高校毕
业生基层就业，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措施，基层已成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渠
道、发挥作用的大舞台、历练成长的大
考场。据统计，有70%左右的高校毕业
生到县及以下机关事业单位、中小微企

业等各类基层单位就业。“到西部去”
“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正在成为大学生的理性选择。

“鼓励和提倡大学生到基层就业，
并不是要求大学生终生留在基层，所
以除了价值感，国家也非常重视基层
就业大学生的获得感，要让他们看到
上升的通道。”我省多所高校就业创业
指导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都表示，去
年11月国家推出的《高校毕业生基层
成长计划》，提出在“干部人才选拔任
用中坚持基层导向”，正是对大学生获
得感这种诉求的明确回应。

许昌学院的毕业生张策，曾在家
乡鄢陵县当过大学生村干部。怀着

“干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
富”的初衷，他结合当地实际开拓出林
业种植新路子，成为乡亲们发家致富

的领头羊。后来，他通过考试成为一
名公务员。“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历练了
我的为人处世能力、处理问题能力，让
我终身受益。”张策说。

为引导高校毕业生投身基层，在
推出《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之
前，国家已经组织实施了“大学生志愿
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支教、支
农、支医和扶贫）计划”“农村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特设岗位计划”等专门项
目。今年初，我省也出台了《关于进一
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
的实施意见》，确保高校毕业生下得
去、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动。

济源市沁园中学教师郭靖楠曾经
当过特岗教师。她说：“山区学校的条
件确实比较艰苦，但是政策很暖心。

比如，高校毕业生到农业生产经营主
体就业的，可享受就业培训、继续教
育、项目申报、成果审定等政策优惠，
符合条件的可优先评聘相应专业技术
资格。还有，打破人才流动中的户籍、
地域、身份、学历、人事关系等制约，为
在基层工作的高校毕业生跨地区、跨
行业、跨体制流动提供便利条件。我
们好几个当过特岗教师的同学回忆起
那时候的经历，都说很值得、不后悔。”

“一方面，基层需要大学生，特别
是有新思路、善于创新、有能力带领群
众脱贫致富的大学生；另一方面，大学
生也需要基层，基层作为深入了解社
会实际情况的最重要途径，非常锻炼
人，能加快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让他们尽快成长成熟”。省
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②40

基层是就业的蓝海
我省首次集中向公众开放
5家环保设施单位
全国同批开放共124家

郑州今年将建7000套公租房

关注大学生走好就业路②

3月18日，位于沁阳市产业集聚区沁南园区的焦作泰利机械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车间内，工人正在加紧装配谷物联合收割机。该公司目前已达到年产
5000台谷物联合收割机的能力。⑨6 杨帆 摄

3月 19日，郑州奥林匹
克体育中心施工现场，工人
正在紧张施工。作为第十
一届民运会的主会场，该中
心规模为我省体育场馆之
最，包括“一场两馆”，即6万
个座位的体育场、1.6万个座
位的体育馆和3000个座位
的游泳馆。目前该体育中
心主体结构已封顶，预计于
今年年底全部竣工。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记者 谭勇
本报通讯员 周强 李晶晶 周妍

这是一支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
的劲旅，因地质找矿成果突出而闻名。

2011年，她被原国土资源部、国家
发改委、财政部联合授予“全国危机矿
山接替资源找矿特别贡献单位”，成为
全国七家获此殊荣的单位之一，同年荣
获全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专项先
进集体和河南省十大最具科技创新力
单位；由于找矿成果突出，2013年荣膺
首届中国百强地质队，2016年喜获河
南省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先进单位。

2018年 1月 8日，从在北京召开
的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上传来喜讯，她参与完成的“全国危机
矿山接替资源勘查理论创新与找矿重
大突破”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二等奖，相当于再找一个“小秦岭”。
该项目是国土资源部 2006年下达的
项目，历时十多年完成。

她就是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第一地质矿产调查院（简称省地矿
局地矿一院）。

临危受命 彰显本色
地处豫陕两省交界处的小秦岭金

矿田，位于华北断块区和秦岭断褶系
两个一级大地构造单元的复合部位，
自上世纪 60年代发现、开发以来，已
成为我国重要的黄金生产基地。经过
近30年的开采，矿山保有储量急剧下
降，多个金矿资源严重不足。其中，秦
岭金矿截至2004年年末，矿山保有地
质储量为 1.9吨，仅可供开采一年半；
文峪金矿估算保有金金属量2.5吨，尚
可服务两年。位于小秦岭、熊耳山、外

方山地区的多数黄金矿山后备资源严
重不足，资源形势十分严峻，为保证现
有矿山能够持续稳定地进行生产，必
须为其提供所急需的后备资源。

2006年10月，按照全国危机矿山
办公室及省国土资源厅有关项目任务
书批文要求，地矿一院会同灵宝文峪、
秦岭、金源、灵宝黄金股份、灵宝投资
等矿业公司，在客观评估资源现状的
基础上，在小秦岭金矿田(河南段)深部
及外围实施了多个中央财政出资的全
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勘查项目，包括
河南省灵宝市大湖金矿、灵湖金矿、秦
岭金矿、文峪金矿、东闯金矿、义寺山
金矿、桐沟金矿、樊岔金矿等主要危机
矿山的接替资源勘查。

省地矿局和地矿一院的领导班子
高度重视危机矿山的接替资源勘查项
目，成立了大项目办公室，积极申请省、
部财政资金，全力推进危机矿山的接替
资源勘查工作。该项目投资模式采取
国家和企业共同出资的方式，由矿山企
业牵头实施，地矿一院首先开展资源潜
力调查评价，对具有找矿潜力的矿山再
申请立项，开展深部找矿工作。

勇克难关 深部找矿
深部找矿可谓困难重重，以往的

物探方法已经不能满足深部找矿需
要，他们就改变为物、化探和地质相结
合的方法，攻克难关，进行深部找矿。

2007年 6月，地矿一院秦岭金矿

项目负责人赵留升和他的队友开始在
秦岭金矿编录。这里就像一个迷宫，
除了6000米的主坑道外，还有数不清
的分支坑道。为了节约上下坑道的时
间，他们4个人带了7天的干粮，吃住
都在坑道内。坑道内潮湿闷热，灰层
烟雾很大，他们带了两层口罩，一天下
来，脸上、鼻子里都是黑的。他们睡的
简易床下还有二三十厘米深的水，天
天穿着胶鞋，编录时就坐在潮湿的矿
渣上，天天一身水一身泥，最让人难受
的是床上铺的褥子潮湿得睡不成，得
先用电热毯烘干才能睡觉。他们整整
5天没有出坑道，在昏暗的环境中编录
了2460米的坑道。几个月下来，他们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编录了 14000米
的坑道。2014年，赵留升被授予“中
国地质学会野外青年地质贡献奖——
金罗盘奖”。

2008年 4月，文峪金矿正在紧张
地勘查之中，由于采空区多，从地表施
工钻孔，既影响施工进度，又增加施工
难度，为了节约费用，他们从坑道里面
施工钻孔，施工位于地下800米深处，
离井口距离8000米深的坑道内，施工
空间只有 3米多高，在这样的环境中
施工，该院还是第一次。正常钻杆是3
米长，但由于坑道空间有限，他们全部
加工成1.5米长，大大增加了提升钻杆
的次数和工作量。300米深的钻孔，
地面上施工一个月就能完成，但在地
质条件复杂、闷热潮湿的坑道里，大多

需要3至 4个月才能完成。他们在坑
道中一共施工了10多个钻孔，钻孔内
一年四季都是34摄氏度左右，又闷又
热，进来一次就要花费近2个小时，出
去还得2个小时，每次上下，大家都得
十分小心。

2008年 5月，地矿一院在小秦岭
金矿田北矿带大湖矿区施工时，由于覆
盖层厚达920米，还有3层厚达几十米
的砾石层，给施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
难，构造复杂，钻孔塌方很严重，设计孔
深1500米，但他们整整打了23个月，
克服重重困难，才啃下这个硬骨头。

科技创新 国际先进
进入21世纪，地矿一院收集了小

秦岭地区 500 米以浅大量的勘探资
料，同时，结合灵宝市地矿局组织施工
的21个深部坑道资料信息，通过系统
的野外地质调查、采样、测试工作和对
以往地质、矿产、开采和科研成果的分
析，开展了矿脉、矿体对比连接和综合
研究，编制了矿脉分布平面图等多项
综合图件，探索了控矿因素和金矿富
集规律，建立了三维空间分布模型，然
后运用物化探及探矿工程等多种技术
手段，进行验证和控制矿体，提高了区
域成矿研究程度。

地矿一院组建了以总工程师、教
授级高工冯建之为项目负责人的科研
团队，他们在成矿系列理论的指导下，
运用幔枝构造成矿新思维，建立了小

秦岭金矿床成因模式，探索了一套在
老矿山深部及外围找矿的有效技术方
法组合，取得较好的深部找矿效果。

2009年，他的团队对区内的 600
多条矿化带进行了分析，系统总结了
小秦岭金矿田的地质、地球物理、地球
化学找矿标志，总结出金矿及其规模
与脆韧性剪切带规模（长度）和空间分
布之间的关系，首次将构造控矿模型
概括为“一街五巷三层楼”。其中“一
街”指主控矿断裂，“五巷”指与主控矿
断裂平行的次级含矿断裂；“三层楼”
指的是矿化富集或成矿元素的地球化
学垂向分带。

运用“一街五巷三层楼”控矿模
型，他们成功指导了小秦岭地区危机
矿山的深部找矿勘查，取得了巨大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更重要的是，他们
对小秦岭金矿田中深部开展了金矿成
矿远景评价，预测远景金资源量 548
吨，进一步显示了本区深部寻找“第二
个小秦岭”的可能性。以中国工程院
院士陈毓川为主任的专家组鉴定认
为，该研究成果达国际先进水平。

重大突破 涅槃重生
地矿一院作为“全国危机矿山接替

资源勘查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项
目主要完成单位之一，2006年至2010
年，承担了小秦岭金矿田(河南段)深部
及外围12个项目的金矿勘查工作，其
中，中央财政专项8项，省级财政4项，

实际投入勘查资金16677万元。
冯建之介绍，最多时 7个项目同

时开始进行，100多台钻机同时施工，
1400余人奋战在不同的矿区，累计施
工钻孔 236个、进尺 94791.2 米，坑探
35735.4 米，槽探 13216.5 立方米，各
类样品基本分析样30217个。

“项目要求在以往科研项目成果的
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综合研究，指导
深部探矿工程部署，采用以钻探为主，
坑钻结合的探矿手段，大致查明主要金
矿床深部（或外围）资源潜力，破解小秦
岭地区危机矿山深部找矿难题，探求金
资源量，为该区主要黄金矿山提供资源
保障。”地矿一院院长李永超说。

李永超院长介绍，通过勘查，地矿
一院先后在该区深部提交了 2 处大
型、6处中型、4处小型金钼钨矿床，新
增金资源量121.30吨，达到特大型矿
床规模。同时，在该地区首次发现北
矿带共生钼矿和中矿带共生钨矿，肯
定了区内找钼的前景，并在北矿带发
现稀土伴生矿产，提升了小秦岭金矿
田的综合勘查水平和潜在经济价值，
取得了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巨大找矿成
果，实现了在小秦岭深部地质找矿的
重大突破，破解了小秦岭地区危机矿
山深部和外围找矿难题。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这项找矿成
果救活了一批资源濒危矿山，促进了
当地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地质找矿
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我们永远在路
上。我们要继续把保障能源资源安
全和地质环境安全，作为地勘单位和
地质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应尽职责，
为河南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
献。”3月 16日，省地矿局党组书记、
局长郭轲表示。

再找一个“小秦岭”
——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地质矿产调查院参与完成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项目纪实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3月18日，
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经历几天的阴
冷天气之后，21日开始，我省晴天将
缓缓归来，气温也将随之缓慢上升。

省气象台预报，周二(20 日)，黄
河以南地区阴天有小雨，其中东南部
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
云，部分地区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受
冷空气影响，全省有 4 级左右偏北

风，气温依旧低迷，基本维持在个位
数。

周三（21日）以后，我省气温开
始缓慢回升。预计全省周平均气温
接近常年同期。周平均气温：西部山
区、北部 7℃~8℃；其他地区 9℃~
11℃。周内极端最低气温：西部山
区、北部 2℃~3℃，其他地区 3℃~
5℃。③6

明日晴天或将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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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3月 19日，
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
悉，全国大中城市巡回招聘会本周五
（3月 23日）将在郑州启幕，来自全国
14个省（区、市）的 366家企事业单位
将为河南学子提供1.3万个优质岗位。

本次活动以“城市联动、精准出发、
高效就业”为主题，由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发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主办，这是首次在河南省举办的全国性
大型公益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活动。

据了解，招聘会拟设展位350个，

14个省（区、市）的上市企业、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以及政府所属人力资源
机构组团招聘人才，预计将为河南学
子提供各类岗位 1.3 万多个，涉及机
械、土木工程、电气自动化、计算机、中
文、新闻传播、行政管理、人力资源、金
融、医学等29个专业，涵盖制造、互联
网、通信、房地产、电子、新材料、新能
源、医药、教育、环保等32个行业。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
责人介绍，此次招聘会省外知名企事
业单位约占参会单位总数的42%。省

内的辅仁药业、思念食品、多氟多化
工、中原大化集团、金马能源股份、永
威置业等知名企业、上市企业、外资企
业也将加入“抢才大战”。新材料、信
息技术、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相关
岗位约占岗位总需求的36.29%。

在本次活动期间，网络招聘大会将
依托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服务平台，与
现场招聘同步开展。精准就业服务平
台还引入先进的专业测评技术，用人单
位及高校毕业生可通过河南省人才交
流中心官方网站、手机等渠道注册使用

平台，进行职业能力测评和职位建模，
使供求双方信息实现线上精准匹配，有
效提高招聘的成功率和稳定性。

本次招聘活动也将开启河南省
2018年就业服务进校园公益专场招聘
会的第一站。为做好我省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省人才交流中心将开展“就
业服务进校园”系列专题活动，3月 31
日将组团赴河南大学举办河南大学
2018届毕业生春季双选会，4月1日赴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举办 2018届毕业
生春季就业双向选择洽谈会。③6

全国性大型公益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活动将首次在我省举行

366家企事业单位组团来豫招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