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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借鉴了发达地区的经
验，决定将家庭过期药品
回收点设置在具备一定专
业知识的零售药店。

5万个

1440 家用
人 单 位 提
供近5万个
就业岗位

●● ●● ●●

人才市场是经济发展

的晴雨表，随着经济高质

量发展，我省用人需求保

持稳步增长。

1月 8日，记者从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

悉，省人才交流中心发布

的《2018第四季度河南全

省人才市场分析报告》显

示：民营企业仍是吸纳人

才的主力军；制造业是第

一用人大户；随着转型升

级加速，互联网、云计算等

人才受“热捧”。全省人才

机 构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253560 个 ，求 职 人 员

155684 人次，求人倍率

为 1.63，全省整体就业压

力相对较小。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1月 8日，记
者从省招办获悉，河南省2019年普通高
招艺术类美术（含对口、专升本）、编导制
作、书法成绩及省统考专业合格线公布。

河南省2019年普通高招艺术类美术
等三类省统考专业合格线为：美术类175
分，编导制作类110分，书法类180分。

这三类考试的成绩也已经公布，考
生可通过以下方式查询：登录河南省招
生办公室网站（www.heao.gov.cn），点
击“数据中心”—“普通高招”—“艺术体
育统考成绩查询”查询成绩；登录河南招
生考试信息网 (www.heao.com.cn)的

“成绩查询”—“艺术体育统考成绩查
询”，输入考生信息即可查询成绩。③5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家里存放的药
品过期了，怎么处理？请送至回收点
销毁。近日，洛阳市启动“家庭过期
药品回收”公益项目，23个家庭过期
药品回收点投入使用。

去年9月 27日，洛阳市政协委员
朱瑞琪在洛阳市政协十三届一次会
议上提交提案，关注家庭过期药品回
收的问题，建议洛阳市各个小区设置
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点。

由于我国的法律法规中并未对
过期药品回收事宜进行规定，也未规
定药品回收的主体部门，因此，家庭
过期药品的处置一直没有统一、完善
的流程。

“我们在接到‘过期药品回收’的
提案意见后，便立即着手办理。考虑
到在小区里设置家庭过期药品回收
点存在管理上的隐患，我们借鉴了发
达地区的经验，决定将家庭过期药品
回收点设置在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
零售药店。最终，在上级部门的指导
下和药品经营企业的支持下，洛阳市
得以启动这个公益项目。”洛阳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洛阳市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点有23

个，全部依托零售药店设置。
1月 8日，在洛阳市瀍河区一家

药店，记者看到，店内收银台的一侧
放置着一个标注“家庭过期药品回收
箱”的透明塑料箱，箱子里是附近居
民送来的过期药品。

该回收点负责人陈小静告诉记
者，家庭过期药品回收、保管等工作由
药店的执业药师专职负责。在家庭过
期药品回收登记表上，有药品名称、生
产厂家、批号、生产日期等9项需要填
写的空白栏。市民送过期药品时只需
留下姓名和电话，其他信息由药店的执
业药师规范填写。过期药品先用小回
收箱收纳，待装满后统一转移到大的药
品回收箱，公司会指定督导部人员按月
把门店的回收药品统一整理，够10箱
后，与洛阳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环保
部门统一在指定地点销毁。③5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1月 8
日，记者从省人才交流中心获悉，

“河南省2019年春季大型公益招
聘活动”将于2月13日至23日在
河南人才市场举办。届时，将有
1440家用人单位到场，为我省高
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提供近5万
个就业岗位。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河南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中
国中原毕业生人才市场、河南省
人才交流中心、河南省大中专毕
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承办。本次活
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
月 13 日至 15 日（正月初九至十
一），连续 3天举办 3场高校毕业
生供需洽谈会；第二阶段为 2月
18 日 至 23 日（正 月 十 四 至 十
九），连续 6天举办 6场不同主题
的专场招聘会。

在本次活动中，用人单位和
求职者参加省人才交流中心举办
的各类招聘活动，均可享受免费
服务。③5

新兴人才“吃香”

报告显示，民营企业是吸纳人才
的主力军，用人需求占整体需求的
85.17%，用人需求增速 2.13%。制造
业仍然是十个行业中的“第一用人大

户”，占比为21.37%。
可喜的是，随着企业转型升级和

高质量发展，人才需求也由原来的机
械制造、模具加工等传统岗位向互联
网、云计算、数据处理、底层算法等新
兴岗位转型。前不久，在省内大型招
聘会上，“黄河旋风”人力资源部部长
黄帅带队求贤，期待吸纳新材料、智能
制造人才适应企业转型升级。黄帅
说：“企业高质量发展迫切，招贤令长

期有效。”据了解，辅仁药业、豫
金刚石、科迪乳业、森源电气等

省内知名民营企业都在为企业转
型升级储备新兴人才。

本专科人才供需两旺

“工作经验”是以往很多企业用人
的关键词，也把不少优秀的应届毕业
生挡在了门外。而本季度报告显示，
全省应届毕业生所需人数达到60344
人，占需求总数的 30.34%，与上季度
相比上涨 4.01%，成为本季度用人单
位招聘的第一大群体。与去年同期相
比，应届毕业生需求量增长8.91%。

业内专家认为，企业人力资源管
理者专业素养提升，选人用人的精准

度和适配度逐步提高，放宽了对求
职者从业经验的要求。新兴行业的

崛起，客观上为应届毕业生提供了更
多的就业机会。

报告显示，本季度用人单位对本
科 生 及 大 专 生 需 求 数 量 占 总 量 的
70.92%，高于去年同期的 54%。进场
求职人员中，本科及专科学历的求职
者比例已由去年的66%提升至82%。

教育行业用人量稳增

随着“95后”加入就业大军，更加
务实的就业观念开始流行，他们不再
刻意追求留守大城市，发展速度较快
的三线、四线城市成为“新宠”。报告
显示，焦作市的吸引力位居我省第一，
省会郑州市位居第二。

报告显示，第四季度教育培训行业
用人需求环比上涨4.25%，与去年同期
相比上升 7.98%。随着传统教育转型
升级，教育市场整体规模在不断扩大，
基础教育特别是幼儿教育发展潜力巨
大，需要大量的一线教育人员。③5

2018第四季度河南全省人才市场分析报告显示

三四线城市成“新宠”

洛阳市23个过期药品回收点投用

家中过期药有了好去处

今春大型招聘会在即

千家单位来求贤

2019年河南艺考

部分省统考专业
合格线公布

民生速递

教育

文化

1月 8日，“中国流动科技馆”河南第二轮巡展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在渑池县尚德小学举行。本次巡展共设六个
主题展区，广大师生可以零距离体验科技的神奇与魅力。⑨3 上官艳红 摄

零距离体验科技魅力

“春满中原 老家河南”
主题系列活动将至

多道年味文化
大餐等你品

□本报记者 李保平

24年的艰苦创业，许昌经济技术
开发区已成为产城共融、设施完善、互
联互通的“国”字号经济技术开发区；
依靠集聚区战略，开发区二次创业，打
造了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生物医药产
业集群和电力装备产业链、电梯产业
链、智能装备产业链、生物医药产业链
等“两群四链”的产业体系，成为中西
部地区最大的电梯生产基地、极具影
响力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新时代下，经开区应该如何发
展？国家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蔚钟声说：“新
时代，我们不单纯地追求经济发展的
高速度，而是要追求效率更高、供给更
有效、结构更高端、更绿色可持续以及
更和谐的增长，打好转型升级战，当好

‘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高新技术企业“星光闪耀”

初冬时节，国家许昌经济技术开
发区涌动着创业兴业、开放开发的暖
流：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工地建设如火
如荼，工人们干劲十足；电梯产业园
内，自动化生产线精准高效，西继迅达
公司年产 5000 台节能自动扶梯及人
行道项目订单满满……

产业是城市生命力和竞争力的所
在，产业竞争力决定区域吸引力。国
家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积极培育产业
竞争新优势，打造区域经济发展的龙
头、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载体。

作为电缆桥架国家标准的重要参
与者，许昌美特桥架瞄准“高精尖”技
术搞研发，使电缆桥架布线系统达到
抗 10级地震和百年免维护的性能，产
品随同“华龙一号”进入巴基斯坦卡拉
奇核电工程建设工地；作为智能制造
的领军企业，许昌中锋数控公司立足
自主创新开展智能机器人研发，生产
的各种焊接机器人、喷涂机器人、上下
料机器人、码垛机器人畅销市场；电梯
产业链以西继迅达为龙头，形成了原
材料加工—关键零部件制造—整梯制
造—电梯物流的完整产业链条，电梯
产业园已入驻整梯制造企业5家，关键
零部件配套企业 39家，主要零部件综
合配套率达到 85%；电力装备产业链
形成了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
电的产业链条，集聚上下游企业72家，
发展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竞争力的

电力装备基地……
近年来，经开区培育出规模以上

企业逾百家、高新技术企业达22家。

科技创新日新月异

集聚创新资源“为我所用”。没有
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怎么办？他们主
动把清华大学、中科院等知名院校的
优质创新资源引进来，开展“产学研
用”合作。大盛微电与清华大学、中科
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联姻”，形成
了新能源与微电网系统集成、智能配

电与自动化系统集成、电力通信及网
络系统集成等业务板块，产品畅销国
内，走出国门。全区建立了4个国家和
地方联合实验室、院士工作站和博士
后研发基地，4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32个省级、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百
项先进技术落地生根。

坚定不移地走创新驱动、内生增
长之路，使国家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发展“引擎”动力强劲，能量十足，全区
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117.5亿元，发
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均居省辖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前列。

打造一流“营造环境”

“进驻企业和项目所需办理的相
关事项，由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指定专
人负责全程代办，限时办结。”

“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高新
技术研发项目和产业化项目实行‘一事
一议’，给予重点支持或特别优惠。”

优化服务做“加法”。经开区强化
亲商安商意识，积极为企业搭建银企对
接、用工对接、产学研对接、产销对接平
台，切实让企业“轻装”前行；出台了《关
于加快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施
意见》等一系列奖励支持措施，为各种
智力、技术、项目汇聚创造条件；探索建
立了企业首席服务员制度，区级领导带
头担任重点企业的首席服务员，去年以
来为投资者解决各类难点问题 125
个。针对如何进一步做好企业的服务
工作，他们开展了“进企业、查难题、破
瓶颈、结亲情”专项行动，由 40名科级
以上干部，分包了 112家企业，为企业
分忧解难。目前，经开区科级以上干部

40人 154次深入分包企业和重点项目
一线，收集问题137个，共解决难题81
个，助力企业破解发展瓶颈。

行政审批做“减法”。经开区在建
设实体行政服务大厅的基础上，投资
建设“网上行政服务大厅”和“企业公
共服务平台网”，打造“不下班的开发
区”，实现了互联网+政府管理、互联
网+政府服务的办事体系，让数据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全面提高政府
治理和服务水平。

做好“加减法”，创造好环境，营商环
境的改变极大地促进了经开区的招商引
资。目前，总投资80亿元的正阳通航科
技小镇项目、总投资50亿元的AHI水
系储能电池项目、总投资约80亿元的许
昌鸿钧飞机制造等项目已经落地许昌
经开区；从项目签约到设备安装调试，
短短半年时间，津药新瑞制药公司就已
投产运营；通过与天津医药集团合作，
总投资达 75亿元的生物医药产业园，
推动着生物医药产业成为许昌市培育发
展的4个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站位新起点，肩负新使命。许昌
经济技术开发区克难攻坚，砥砺奋进，
培育大产业，开展大招商，做强大平
台，在高质量发展的康庄大道上健步
向前，力争建设成为“生产、生活、生
态、生命”的产业新城和科技绿洲。

许昌经开区：做好“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风景秀丽的许昌经开区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 刘春香）端上
老家年味大餐、品味河南文旅盛宴。1月
8日，记者从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举办的

“春满中原 老家河南”主题系列活动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春满中原 老家
河南”主题系列活动包括“春满中原”系
列主题活动、优秀主题文艺演出和“红色
文艺轻骑兵——走基层”活动、“红红火火
过大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演活动、

“过大年回老家”文化旅游活动四大类。
“春满中原 老家河南”主题系列活

动将于 1月 12日启动，时间持续至 3月
31日。活动启动当天，主办方将在主会
场郑州市紫荆山公园邀请河南文化名人
代表宣读“过大年回老家——致全球华
人的一封家书”，并将举办为期两天的文
艺演出、非遗展演、旅游推介等文化和旅
游活动。

此次活动是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组
建后举办的第一个系列主题活动，充分
凸显了文旅融合的特点，突出群众主体，
将呈现村村有活动、人人能参与的良好
局面。据介绍，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将开
展各类公共文化活动5.8万场以上，首次
将“春满中原”活动延伸到基层乡村和社
区，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全覆盖；举
办各类非遗展演展示活动1836场次，除
了依托传统的庙会进行展示外，还将推
动非遗进景区、进社区、进学校、进乡村、
进传统街区，开展更多的讲座、培训和互
动体验活动；一批名家名段、折子戏、戏
曲小品以及歌曲、舞蹈等各类节目，将走
进14个县20个村进行慰问演出。同时，
全省约230个景区举办近700项旅游活
动，其中云台山、尧山等多家景区及文化
企业推出优惠、免票等惠民措施，让大家
充分体验老家河南的美丽新颜。③6

今年“春满中原 老家河南”主
题系列活动包括四大类：

●“春满中原”系列主题活动
●优秀主题文艺演出和“红色文艺轻
骑兵——走基层”活动
●“红红火火过大年”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示展演活动
●“过大年回老家”文化旅游活动

民营企业是吸纳
人才的主力军，用
人需求占整体的
85.17%，用人需
求增速2.13%

85.17%

全省应届毕业生所需
人数达到 60344
人，占需求总数的
30.34%，与上季度
相比上涨4.01%

30.34%

发展速度较快的
三线、四线城市成
为“新宠”,报告显
示，焦作市的吸引
力位居全省第一

吸引力□本报记者 逯彦萃

基层民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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