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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5 月 13
日，记者从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获
悉，本月内河南人才市场将举办两
场热门人才招聘会，多家企业在此

“坐等”化工制药、机械、自动化等专
业人才前来挑“饭碗”。

“今年以来，计算机、化工制药、
自动化、金融等专业人才成为就业
市场上的香饽饽。”省人才交流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满足企业的
人才需求，为企业与人才提供精准
服务，河南人才市场展开一系列就
业、择业服务活动。5月 16日将举
办计算机、工商管理、化工制药、机

械、自动化专业人才专场招聘会，5
月 30日将举办计算机、商务服务、
生产制造、金融教育行业专场招聘
会。每场招聘会拟设展位 110个，
预计两场招聘会将为求职者提供
3000 多个就业岗位。省人才交流
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已有爱
民药业集团、富士康、新水工机械、
千蚁信息科技等名企和行业龙头企
业报名参会。企业为人才提供的福
利也在“加码”，不仅提高薪酬，还不
同程度地提供餐补、宿舍、班车、医
疗服务、休假旅游、社团活动等福
利。③7

全省脱贫攻坚第六次推进会明确指出，要在组织重

点攻坚上再下功夫，聚焦深度贫困县村、特殊贫困群体、

重点贫困县区，强化对口帮扶、加大政策支持、改善发展条件、提高保

障能力。为进一步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会议精神，本报自今日起开

设“访深贫地区 听脱贫故事”专栏，集中报道我省深度贫困地区党员

干部带领广大贫困群众，积极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各项部署，迎

难而上、克难攻坚的生动实践，以期增加社会各界对深度贫困地区的

关注和了解，为脱贫攻坚工作营造更加浓厚的社会氛围。②9

□本报记者 归欣

5月12日，淅川县丹江口库区云淡
气清。临近中午，记者在老城镇黑龙
泉村采访结束，正要从贫困户刘峰的
家里离开，“正主”却带着一脸汗姗姗
来迟——说是一大早就“巡山”去了。

“没想到，我现在也能领上国家发的‘工
资’。”刘峰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刘峰说的“工资”，是指他成为生态
护林员后领取的补贴，过去两年，每年
3000 元；今年开始，涨到了每月 600
元。“真要感谢政府，这笔收入简直是雪
中送炭。”他说，5年前，老母亲一场大
病，花光了多年积蓄，还背了外债。为了
照顾老人小孩，两口子不能出去打工，收
入少却花销大，本来还过得去的日子一
天天沦落到贫困。母亲刚出院那会儿，
刘峰说自己天天愁得睡不着觉。

脱贫攻坚战打响，让刘峰又看到了
希望。“健康扶贫”解决母亲看病花销，

“教育扶贫”让孩子上学不再发愁，“光
伏扶贫”每年分红 3000元……一项项
精准帮扶措施落实到位，刘峰身上的担
子一下子轻了不少，多年笼罩在一家人
头上的阴霾也清扫一空。2016年，他

和全县1652名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
困群众，被选聘为生态护林员，平生第
一次领到了国家财政发放的“工资”。

为了保护水质，丹江口库区框定
了“红线”：“有树不能伐、有鱼不能捕、
有矿不能开、有畜不能养。”然而作为全
省四个深度贫困县之一，淅川的发展更
不能停滞不前。因此，绿色发展、生态
经济，成了淅川发展“菜单”上的优选
项。2017年，中央和省里先后出台《关

于支持深度贫困县脱贫攻坚的实施意
见》，要求加大生态扶贫力度，重点支持
经济林发展，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及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生态护林员选聘力度。这给淅川送上
了“政策大礼包”，也促使该县确立了
短、中、长“三线结合”的生态扶贫思路。

短线抓就业。淅川每年争取退耕
还林、生态公益林等扶贫项目资金3600
多万元，引导贫困群众成为护林员，还鼓

励造林专业队安置上千名贫困群众就
业。中线抓产业。以特色林果业为重
点，该县九重镇、毛堂乡、西簧乡、厚坡
镇、金河镇等地种植特色林果近 10万
亩，引进65家企业投资生态农业，3万多
贫困人口捧起“生态碗”，吃上“生态
饭”。长线抓旅游。坚持全域旅游思路，
打造 4A级景区 1个、3A级景区 2个。
去年以来，淅川在丹江沿线建成了泓森
植物园等 32个精品生态示范园，解决
2000多名贫困群众就业。

“短线促增收，中线强基础，长线谋
发展，我们以提高脱贫质量为目标，努
力让贫困群众既能摘掉穷帽子，还能过
上好日子。”淅川县委书记卢捍卫告诉
记者。

享受一系列扶贫优惠政策，刘峰脱
贫的劲头更足了。去年，在镇政府的扶
持下，黑龙泉村成立了杏李合作社，发
展杏李 700多亩。刘峰将家里的 4亩
地交给合作社托管，除了上山护林，平
时就在基地干活。“干活每月能挣近
2000元；挂果后，合作社会连续三年给
我们分红；三年后，果园全归我们自己，
好日子在后头呢！”刘峰憧憬着未来，眉
开眼笑。②9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去年，我省
累计投入资金67.5亿元，新建改扩建中
小学、幼儿园8600多所，有效改善了贫
困地区学校的办学条件。这是记者从5
月11日召开的2018年全省教育脱贫攻
坚工作推进会上获得的消息。

《河南省教育脱贫专项方案》出台
一年多来，我省紧紧围绕“保障学业、支
持事业、促进就业、助力产业”4项主要
任务，教育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落实资助政策，着力保障贫困学生
学业。通过加大资助政策宣传力度，进
行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信息比对精
准确定资助对象，确保全省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学生全员、全学段得到资助。去
年，全省共资助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156万余人次，基本实现了“应助尽助”。
巩固发展基础，着力扶持贫困地区

教育事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实施
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全面改薄”等工程
项目中，进一步加大项目资金向贫困地
区倾斜力度。去年累计投入资金 67.5
亿元，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8600
多所；先后为贫困地区招聘特岗教师
9300人，每年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12
万名农村教师发放生活补助3.5亿元。

强化“造血”扶贫，着力促进贫困家
庭就业。为发挥职业教育在脱贫攻坚
中“短”“平”“快”的作用，去年，我省累计
投入资金1.7亿元，提升贫困县中职学
校办学水平；投入资金2000万元，在每
个贫困县开设“精准脱贫技能培训班”，

共培训建档立卡家庭劳动力6200人；在
涉农职业院校中建立了20个新型职业
农民培养基地，招收了 1200余名新型
职业农民学员。

发挥智力优势，着力助推贫困地区
产业。全省高校发挥人才、专业、科技优
势，开设对口专业、开展课题研究、积极
与贫困地区开展各种科技合作。郑州
大学与许昌、南阳、周口、驻马店等地合
作共建研究院；河南大学积极进行农业
科技培训，帮助贫困地区建立特色农产
品产销基地。

通过一系列举措，我省贫困地区教
育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一批贫困
家庭通过教育脱了贫，教育惠民、富民作
用有效发挥。③4

我省去年投入67.5亿元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

新建改扩建学校超8600所

□本报记者 周晓荷

不足百人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
镇寄宿制学校是整个教育体系的“神
经末梢”。从全国来看，这两类学校普
遍面临的难题是：小规模学校教育质
量不高、寄宿制学校数量少标准化程
度不高、教师队伍欠充足欠稳定……
2016 年，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文件，
把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作为提高
农村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的突破口，
科学规划，整合资金，综合施策，合力
推进。

一幕幕乡村弱校“变形记”，正在中
原大地的广袤乡村和偏远深山上演。

从“小而差”到“小而美”

5 月 10 日，行驶了近半个小时山
路，记者来到新安县铁门镇陈村小学老
君洞教学点。只见学校背靠重峦，面朝
良田，飘扬的五星红旗在蓝天映衬下格

外显眼，奔跑在彩色塑胶运动场的孩子
们笑容灿烂。

四年前，这个教学点是借了两间房
当教室，门口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相关
部门曾几度考虑撤点并校。但在走访
中发现，这个“小而差”的教学点是附近
深山贫困家庭孩子最后的求学机会。
随后，政府投资300余万元在附近建了
占地 1万平方米的新学校，教学楼、教
师公寓、教学设施齐备，校园绿化、硬
化、美化到位，老君洞教学点成了新安
县“最美乡村学校”之一。硬件好了，老
师们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4名教师开
齐开足兴趣课程，探索复式教学法，来
自周边6个自然村的43个孩子在这里
学美术、学书法、学电脑……

老君洞教学点的撤与留，是我省
探索农村小规模学校建设的缩影。东
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
院长邬志辉说：“河南从调研入手，摸
清了乡村教育的实际情况，解决问题
有的放矢。”

从“翻山越岭”到吃住在校

伴随着城镇化和乡村小规模学校
布局调整，不少孩子面临走读。可走读
途中有安全隐患，此外寄宿学校数量偏
少标准偏低，家长忧心不已。

对此，我省计划在十三五期间改扩
建、新建4700多所标准化农村寄宿制
小学。各地市建机制、补短板，积极探
索：信阳市平桥区通过建设留守儿童俱
乐部、乡村少年宫等，让寄宿孩子“校内
有监管，课余有去处”；辉县推进标准化
寄宿制学校建设，让农村孩子在学校用
上太阳能淋浴室……

新安县青要山镇山查村村民李金
凤对中心小学赞不绝口：“以前孩子在
村小，虽然只和我家隔着山沟，看着不
老远，但爬下爬上得三十来分钟，一遇
到坏天气更是受罪。现在孩子在学校
寄宿，老师多、课程全、条件好，还有生
活老师、保安，俺可放心了。”

从“一师难求”到“安心扎根”

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教师招不
来、教不好、留不住，是制约两类学校教
育质量提高的瓶颈。

为此，我省从2009年开始实施“特
岗计划”，累计投入专项经费64.3亿元，
招聘10.5万名特岗教师到农村义务教
育学校任教；2016年高招开始，累计定
向招收4000名小学全科教师；打造“国
培、省培、市培、县培、校培”五级联动体
系，提升乡村教师整体素质。

同时，各地出台方案提高乡村教
师待遇，如洛阳市要求按照不低于
40%的标准提高农村寄宿制学校教
师生活补助；建设乡村教师周转房，
吸引来自外地市的青年教师安心扎
根。仅 2017年，我省就投入资金近 3
亿元，建设周转宿舍 4700 套，为乡村
教师“下得来、留得住、教得好”创造
了条件。②40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目前，我
省小麦处于灌浆后期，正是小麦生
产管理的关键时期。5月 13日，记
者从省气象局获悉，本周初，我省大
部地区将出现35℃的高温天气，或
将出现轻度干热风天气。

农业气象专家建议，有条件的
麦田可喷施叶面防控剂2次~3次，
减轻干热风的危害。

省气象台预测，本周初，我省大
部地区将出现35℃的高温天气。周
三起受降水和弱冷空气影响，气温
下降 4℃到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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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其他地区
20℃~21℃。周内极端最高气温：北中
部35℃~36℃，南部33℃~34℃。

此外，15日~16日全省有一次阵
雨、雷阵雨天气过程。其中，黄河以
北和京广线以东的部分地区有大雨、
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
流天气。预计周降水量：北部、东部
较常年同期略偏多，其他地区接近常
年同期。周降水量：西部、西南部
8mm~15mm；其 他 地 区 15mm~
25mm，局部50mm~70mm。③4

本报讯（记者 栾姗）手机下载
指定APP，驾驶员就可以轻松享受
停车引导、反向寻车、电子缴费等

“一站式”停车服务。5月 13日，省
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加强停车服务
收费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相关部
门充分借鉴北京、深圳等城市的先
进经验，积极推进“互联网+智慧停
车收费管理”，切实做到经营透明、
信息公开、收费合规、管理便捷，使
停车收费驶入良性轨道。

近年来，伴随“停车难”问题日
益凸显，一些停车场经营者不认真
执行停车收费相关规定，收费不公
示或公示不规范、超标准收取机动
车停车费等违规问题时有发生，停
车收费乱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价
格热点和举报热点。通知要求，机
动车停车场经营者要在车辆停放
和收费地点醒目位置设置收费公
示牌，标明停车收费主体、收费依

据、收费标准、计费方式、服务内
容、投诉电话等内容；机动车停车
场经营者可通过当地媒体、网络信
息推送等形式适时公布停车收费
政策。群众如发现有价格违法行
为，可拨打“12358”价格举报电话
进行投诉。

停车难问题说到底还是公共停
车位资源的缺乏。省发改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他们将通过价格杠杆进
行调节，按照补偿成本、合理回报的
原则，合理确定收费标准，吸引社会
资金参与停车场建设和运营，鼓励
单位专用停车场对外开放。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何水认为，尽快推广快捷而透明的
停车管理APP，既可以解决收费私
自打折议价的行为，又可以解决收
费资质等问题，有利于高效、集约利
用现有停车资源，提高机动车停车
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③7

我省推进“互联网+智慧停车收费管理”

停车缴费将可一个APP搞定

3000岗位等你来

我省大部将现35℃高温
专家提醒小麦需防干热风

淅川“三线结合”提高脱贫质量

让乡村娃上学不再“翻山越岭”

5 月 11 日，西峡县丹水
镇西湾村农民在即将建成的
农耕文化广场栽种花卉。该
镇将乡村振兴与旅游扶贫有
机结合，投资1.5亿元连片开
发荒山 10 万亩，带动当地
103户贫困户脱贫增收。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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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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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松 通讯员 王
丰林）5月11日~13日，2018年世界
残奥田径大奖赛（北京站）暨第6届
中国残疾人田径公开赛，在中国残
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举行。我省
残疾人运动员李露和申同庆代表中
国队参赛，获得三金一银的好成绩。

据悉，本次比赛由国际残奥委
员会批准、中国残奥委员会主办。
除中国、日本等亚洲队伍外，还有希
腊、美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等欧洲、
北美洲、大洋洲的队伍参加。16支
队伍的 268名运动员在 3天的比赛
中展开了激烈角逐。

本次比赛中国队派出 51名运
动员参赛，我省的残疾人田径运动
员李露和申同庆入选国家队。其
中，李露在田径女子T46/47级 100
米、200米和 400米比赛中，均赢得
金牌。申同庆在F41级别标枪比赛
中，夺得一块银牌。

今年24岁的李露，是我省近几
年快速成长起来的年轻运动员代
表，取得一系列不俗战绩。其中，
2016年里约残奥会，她取得女子田
径 400米 T46级比赛冠军，成为我
省时隔 20年再次登上残奥会田径
项目最高领奖台的运动员。③4

2018年世界残奥田径大奖赛（北京站）举行

我省运动员勇夺三金一银

5月9日，濮阳县子岸镇西子岸村村民正在田间整理菌袋种植黑木耳。
该县通过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带领贫困农户发展投
资少、见效快的种植、养殖项目，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⑨3 赵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