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高考即将
到来，如何选择专业是考生和家长非
常关心的问题。5月 25日，记者从教
育部门获悉，麦可思《2018年中国大
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根据最
新数据，从月收入、就业率、就业满意
度等方面，分析了各个热门专业的就
业前景，其中软件工程专业就业率、
月收入、就业满意度均最高。

本科专业中，软件工程专业就业
率最高（96.7%），其次是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专业（95.6%）和财务管理专
业（94.2%）；从月收入来看，软件工程
专 业 的 毕 业 生 月 收 入 最 高（6259
元），其后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5855元）和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
业（4809元）；从就业满意度来看，软
件工程专业就业满意度最高（75%），

其后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74%）
和汉语言文学专业（72%）。

高职高专专业中，工程造价专业
就业率最高（93.3%），其后是机电一体
化技术专业（92.7%）和会计电算化专
业（92.6%）；从月收入来看，计算机应
用技术专业月收入最高（4150元），其
后是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4104元）和
电子商务专业（4028元）；从就业满意
度来看，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和电子
商务专业的就业满意度最高，均为
67%，其次是会计电算化专业（66%）。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据是从全
国层面来统计的，各省、各高校之间存
在差异，建议考生在选择时，了解该专
业对应的就业数量较大的职业就业质
量，作为选择专业的参考依据之一。此
外，填报专业也应结合个人兴趣。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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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高考将至。
5月 25日，记者从省招办获悉，今年我
省高考继续实行“无声入场”。

今年考生入场继续实行指纹、照
片、身份证“三对照”，考场统一配备文
具，不得携带手机、电子设备、手表及食
品饮品等非考试必需物品。所有考场
均为全省联网的标准化考场，考试期间
全程录像、同步视频监考和网上巡考，
任何人的入场信息、考场行为都将被全
程记录。

今年我省继续实行“无声入场”，考
生要提前备好无金属纽扣、无金属拉链

等符合要求的衣服、鞋子。进考场时，
万一自己的衣服、鞋子不符合要求，也
不必过于紧张，考点已给考生备好符合
要求的衣服、鞋子，换上就可参加考试。

省招办提醒考生，个人信息千万不
要对外透露，考生服务平台个人账号和
密码要严加管理；要慎重选报志愿，履
行志愿约定，录取后按规定入学报到。
从今年起，对不履行志愿约定的失信考
生，当批次录取电子档案停止运转；对
录取后不报到的失信考生，将受到记入
诚信档案、来年高考限制平行志愿填报
数量等相应处理。③4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王娟 杨峰

“妈啊，我是你的儿子根儿，我找
了你20多年啊……”

5月 22日，在新野县公安局新甸
铺派出所，一对失散 24年的母子重
聚，他们泪水涟涟，双手紧紧握在一
起，久久不愿分开。

24年前，时年 30岁的年轻母亲
柯美第一次走出深山，到湖北襄阳市
打工。谁料刚工作没几天，就在一次
回住地的路上迷了路。人地两生，柯
美一路漂泊，最终来到了新野县新甸
铺镇宋庄村住了下来，后经村民撮
合，她与该村的李某成家。

今年5月 18日，新野县公安局民
警在新甸铺镇开展精准扶贫户籍排
查登记时发现柯美没有户口。经反
复询问，民警了解了柯美的身世，并

得到了一个叫“周溪”的地址。
走访民警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

新甸铺派出所，当地户籍民警在网上
查到可能相符的地址——湖北省十
堰市竹溪县（当时为竹溪镇）。

为尽快核实柯美的真实身份，很
快便和竹溪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取得了
联系。当天下午，从竹溪县公安局治
安大队和辖区户籍室传来好消息，20
多年前，当地有一名女子外出打工时，
不慎走失，一直没有音信。两地警方
判定柯美就是 20多年前在湖北襄阳
市打工走失的女子。

5 月 22 日，寻母多年的“根儿”
带着家人来到新甸铺派出所与母
亲相聚。“这些年我一直没有放弃
过寻找母亲，只要有好心人提供线
索，我就全国各地去找，没想到最
终在两地民警的帮助下实现了我
的愿望。”③4

失散24年终相聚

扶贫走访重续母子情

5月26日，六一儿童节前夕，开封市水文局的党员志愿者带着图书、地球仪和
文具用品来到小北岗社区少年之家，给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⑨3 李俊生 摄

本报讯（记者 卢松）5 月 24日，
记者了解到，郑州市民政局和郑州市
财政局日前联合下发通知，从今年 7
月 1日起，郑州市再次提高城乡低保
标准和特困人员供养标准，将惠及全
市 6万多名城乡低保对象和特困人
员。其中，城市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
600元提高到 630元，农村低保标准
由每人每月380元提高到430元。

近年来，全省民政部门切实履行
“兜底一批”职责，积极发挥民政工作
在脱贫攻坚中的托底作用。今年，省
委、省政府把提高城乡低保、特困标
准，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列为重点
民生实事之首。

据悉，郑州市此次提高城乡低保
标准和特困人员供养标准，是 2009
年郑州市建立低保标准自然增长机
制以来的第 9次调整。根据规定，郑
州市特困人员供养基本生活标准按
照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5 倍执行。

此次新调整的特困人员供养基本生
活标准如下：城市特困供养人员基本
生活标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 11340
元；郑州市内各区（市辖六区及高新
区、经开区、郑东新区、航空港区）农
村特困供养人员，人均耕地 0.3 亩以
下的，其基本生活标准按照城市特困
人员供养标准核定为每人每年不低
于 11340 元，人均耕地 0.3 亩（含 0.3
亩）以上的，其基本生活标准核定为
每人每年不低于7938元；6县（市）农
村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每人
每年不低于7740元。

郑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按照要求，郑州市各县（市）区将
尽快做好城市低保标准与城市低收
入、保障性住房家庭收入标准的衔
接，确保在规定时间节点，按照新标
准落实相关救助政策，并保证低保
金、特困人员供养金每月 10日前发
放到户。③7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郑伟伟

5 月 16 日，广州南站。河南千年
冷冻设备公司（以下简称“千年冷冻”）
董事长孟祥哲穿过拥挤的人群，径直
走进一家鸭脖店，指着冷藏柜笑着对
同行者说：“这是我们的产品。”

冷冻冷藏展示柜和制冷设备是千
年冷冻的两大拳头产品。在三全、云
鹤、海霸王、安井等知名食品企业里，
千年冷冻制冷设备占“绝对的多数”。

这家成立于 1999年的企业，表现
出惊人的创新能力：自主研发了国内
第一个变速调节螺杆压缩机和滑阀调
节螺杆压缩机并联机组、第一台全国
最大的螺杆双级配搭并联机组、第一
台国内堆积式隧道速冻机……

创新也让千年冷冻荣誉加身：“国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河南省创新龙头

企业”“河南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焦
作市市长质量奖”……

研发投入力度决定企业生命长
度，搞技术出身的孟祥哲深谙此道。

“2005 年公司产值刚过 1000 万元，
2006年就一次性投入500多万元用于
科研，家底一下子就‘砸光了’。”孟祥
哲说。

2006 年是千年冷冻的“创新元
年”，也是企业发展的分水岭。

当年，多个小型机头并联机组的
研发成功，让每吨速冻水饺耗电量从
300度降到 160度。这一技术性变革
也推动了速冻行业快速发展。

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2007
年，千年冷冻年产值达到了5000万元；
2008年，产值突破了亿元大关……现在
的千年冷冻，年产值已经翻了50多倍，
并从一个小公司发展成为智能化、现
代化、科技化的行业翘楚。

创新让千年冷冻成为行业领跑
者，创新的动力来自哪里？“重视投入、
注重学习、留住人才。”孟祥哲总结道。

总工程师钱宏是著名制冷专家，
十年前被孟祥哲对创新的极致追求打
动，从江苏老家来到焦作，扛起公司创

新发展大旗，吸引很多年轻人纷至沓
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钱宏创新工
作室”设计研发了多个先进制冷系统，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技术人才。

人才引进来，怎么扎下根？
“买房送首付、月供公司承担一

半，买车车款公司出一半”，千年冷冻
的人才激励制度让人才进得来，留得
住。一大批业务骨干分布在生产、销
售、安装、服务等各个重要岗位，成为
公司发展的柱石。

“没有创新，千年冷冻还是名不见
经传的小企业;没有创新，千年冷冻就
不可能走在行业前列。”孟祥哲说，创
新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是持续的。
经过日积月累，它带来的，可能超乎你
的想象和预期。②40

河南千年冷冻设备公司

创新带来超乎想象的预期

■发展民营经济 助力中原出彩

重视投入、注重学习、留
住人才。

孟祥哲
河南千年冷冻设备公司董事长

郑州再次提高城乡低保标准

农村低保对象每人每月提高50元
最新大学生就业蓝皮书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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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平）记者5月 26
日获悉，为进一步普及妇女健康知
识，让更多女性得到及时有效的乳腺
健康筛查，一场专注于女性乳腺健康
的“2018健康巴士中国行”大型公益
活动日前在郑州启动。

本次活动是中脉公益基金会等
机构自 2016年 5月发起的“我·爱我
女性健康工程”大型公益项目的组成
部分。活动开展两年以来，累计在全
国 185 个城市（地区）举办了 620 多
场免费乳腺筛查和健康科普宣传活

动，受益女性超过10万人次。
今年活动进一步加大投入力

度，主办方投资 1400 多万元新购
车辆、并捐赠善款 2600 多万元，目
前共有 12 辆专业的乳腺健康筛查
大巴车及国内知名医疗机构的医
护人员共同组成爱心车队。活动
期间，爱心车队除了前往我省部分
农村地区，为基层妇女提供健康服
务之外，还将进入西部地区，将免
费乳腺筛查和健康科普活动送到
藏区。③4

“2018健康巴士中国行”启动

5月 27日，在洛阳中科生物芯片技
术有限公司纳米膜车间，技术人员正在
开展生物芯片产品中试。该公司以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0+X”纳米膜技术
为依托，研发出生物芯片产品，率先成
功应用于动物疫病检测服务，使目前的
动物疫病诊断及食品安全检测灵敏度、
准确度、效率成倍增长，实现了这一新
技术在世界兽药领域应用“零的突
破”。⑨3 潘炳郁 王思臣 摄

“芯”技术
实现“零突破”

□本报记者 李林

2018中国（河南）大学生时装周暨
国际青年时尚文化创意周开幕式于 5
月 22 日在新密市产业集聚区盛大举
行，为期一周的中国（河南）大学生时
装周华丽启幕。这是近年来河南省针
对大学生首次举办的规格最高、规模
最大、最受瞩目的时装展示活动。

本次时装周活动以“创意华夏·时
尚新密”为主题，由河南省服装行业协
会、河南省青年时尚促进会、中共新密
市委、新密市人民政府主办，豫发集
团·锦荣衣天下、河南省服装设计协会
承办，中原工学院等 15所高等院校共
同发起参与。

活动邀请了北美顶级设计大师、
加拿大最佳新锐设计师Rozemerie等
国际时尚大家，中国服装行业协会副
会长周一奇，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
会长倪阳生等国家级大师、国家级行
业专家，全球 500强品牌服装企业，全
球奢侈品品牌、上市公司，江苏、浙江

等沿海发达地区商协会及企业，设计
研发机构、设计师、产业链供应商、名
校教授等行业大咖约200人出席。

5月 22日至 27日时装周期间，举
办了轩辕颂·2018河南大学生时装周
开幕秀，2018亚欧国际服装论坛等六
大主题活动。50余家大中专院校参与
毕业秀及毕业作品展，全省 200 余名
优秀毕业生的作品在时装周上展示、
推介、成果转化，有力促进了教育链、
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吸
引近万名与服装、设计、艺术、创意相
关的大学生参观、学习，进行就业咨
询。

本次时装周举办地新密市，境内
有黄帝古都轩辕丘，是古老华夏文明
的核心区域，不仅文化厚重，而且是闻
名全国的河南品牌服装产业集聚区，

拥有上百家知名服装品牌，是郑州区
域服装一张响亮名片。

近年来，新密市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郑州市各项决策部署，突出资
源型城市“转型升级”主线。为加快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新密市委、市政府提

出构建“2+8”产业集群的现代产业体
系，其中品牌服装行业是2个千亿级产
业之一。

作为河南省唯一以品牌服装为主
导产业的集聚区，新密市产业集聚区
设立了国家纺织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郑州（新密）工作站，建立了中
国（郑州）智能缝制装备中心，集展示、
研发、培训于一体，打造服装工业 4.0
智能工厂。已引进锦荣·衣天下服装
创意园、香港迅捷服装产业园、同赢服
装企业总部港等重大项目。

在以品牌服装为代表的新密产
业转型升级中，着力科技引领。目前
由新密市政府投资 6 亿元，占地 190
亩、建设面积 17 万平方米的科技创
新创业综合体即将建成投用。力争
用 3~5 年时间，打造成郑州示范、河

南领先、全国一流的科技创新创业服
务平台。

统计显示：目前新密全市拥有服
装企业 200 多家、郑州市级以上技术
中心 6家，全国驰名商标 1个、河南省
著名商标 8个、名牌产品 2个，形成了
以斐格利亚、渡森、金宝来等自主品牌
为代表的裤业服装企业群，拥有烟花
烫、名妹、风行凯琦等一批知名女装品
牌。2017 年新密市服装业实现产量
9500万件，完成增加值 34亿元，连年
增长30%以上，被授予“中国品牌服装
制造名城”称号。

新时代开启新梦想，2018年是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借助“2018中国（河南）大学生时装周
暨国际青年时尚文化创意周”的成功
举办，未来新密将勇立时代发展潮头，
加大产业链条谋划，发挥服装产业、文
化创意等优势，全面建设“中国品牌服
装制造名城”，创成中国服装行业“十
三五”创新示范基地，把新密打造成时
尚之城、创意之城、活力之城。

时装周现场异彩纷呈

新密：倾力打造中国服装行业创新示范基地

资料来源：《2018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