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人才市场分析报告

2018年，机械类专业人才缺口接近 3万人，缺
口比例达到29.70%，成为人才缺口最大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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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

用人数量由 2017年的第四位上升至 2018年
的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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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岗位数和求职人数稳居全省第一

城市吸引力

郑州

求人倍率低于1，岗位竞争性较强洛阳

岗位需求排名全省第二漯河

学历层次

◎其中本科学历人才需求量同比增加4.97%，
连续两年保持增长

◎博士需求量同比增加45.54%

高学历人才需求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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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杨之甜）为有效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发
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2月 11日，记者获悉，
安阳市近日出台了《安阳市新能源货运配送
车辆运营补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从 2019年至 2021年，每年市财政
安排运营补贴专项资金 300万元，每年每车
给予不超过6000元的运营补贴，加速城市配
送“绿色化”。

这项政策的出台让一些已配上新能源货
车的物流企业感到很振奋。“这可是实实在在
的‘大红包’！”安阳公交城市配送有限公司营
运总监刘刚笑着说。

申报补贴的企业需要符合一定条件。《办
法》中规定，企业必须拥有新能源货运配送车
辆不少于 30辆，车辆必须提供有效的行驶
证，并且接入市货运配送公共信息监管平台，
企业年度内无严重违规、违法经营行为，无重
大安全事故发生；车辆年度内无严重违规违
章行为，在确定的市区范围内行驶里程达
6000公里以上。

“申报补贴等相关工作年后将陆续开
展。”安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李敬波
说，相关部门正在研发绿色配送的公共监管、
服务两个平台，预计今年3月底建成，届时可
对全市新能源车辆的运营配送情况、充电桩
信息进行审核管理。③9

学历是敲门砖。用人单位对高学历
人才的需求旺盛，其中本科学历人才需
求量同比增加 4.97%，连续两年保持增
长，博士需求量同比增加 45.54%。

在去年的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
发展大会上，一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们已经与 10 余名在校博士、硕
士研究生达成意向，他们毕业即可到
岗。”

随着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快
速发展，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工作经
验”不再重要，这也为应届毕业生提供了
广阔的就业空间。与 2017年相比，2018
年全省用人单位对应届生需求量同比提
升4.33%，涨幅为所有从业经验分类中的
第一位。与此对应，工作年限 3-5 年、
6-10年和 10年以上从业者的用人需求
量均出现下滑。③9

我省2018年人才市场分析报告出炉

高学历更吃香 机械类最缺人

节后是招聘、求职的高峰，我省

就业形势如何？哪些专业吃香？哪

些城市吸引力强？

2月 10 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获悉，省人才交流中

心发布了《2018年河南全省公共人

才服务机构才市分析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报告显示：制造业对专业

技术性人才的需求回到首位，机械

类人才缺口近3万人；三四线城市的

就业力持续提升，洛阳、漯河释放出

强大的就业动能；高学历人才和应

届毕业生成为“香饽饽”。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报告显示，2018年全省各地公共人才服务
机构共举办各类招聘会 1240场，提供就业岗
位 113.11 万个，现场求职人员 94.44 万人次。

“随着我省人力资源市场这个‘媒婆’服务水平
的提升，人才和饭碗‘对上眼’的比例在提升。”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2018年求职达成意
向率为40.52%，同比上涨3.31个百分点。

我省求人倍率为 1.20（求人倍率=需求人
数/求职人数），同比上升6.19%，市场供求平稳，
但是人才市场的供需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

2018 年我省经济形势稳中向好，制
造业对专业技术性人才的需求回到首
位。

“企业希望通过升级生产线来缓解
‘招工难’，可是生产线升级容易，高技能
人才难寻。”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制造业的升级转型，对“工匠”的需
求依然旺盛。

与制造业相关的机械类专业人才缺
口接近 3万人，缺口比例达到 29.70%，成
为人才缺口最大的专业，而随着我省制

造业的转型升级，“中国智造”的逐步深
入，高端技术人才缺口将继续扩大。

教育行业用人数量由2017年的第四
位上升至2018年的第二位。“全民对于学
习新知识、新技能的热情空前高涨，提供
岗位数量比去年同期上涨23.73%。”省人
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教育行业带动的用
人需求包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电子信
息类专业人才，以及工商管理类，这些人
才的缺口都超过 1万人。而经济学类专
业是唯一供给超过需求的专业门类。

长期以来，三四线城市的人才吸引力
偏弱，留住人才也更困难。“近年来，我省
三四线城市打出‘感情牌’，找准了城市功
能定位，加快打造特色优势产业，政策红
利持续释放，就业力不断增强。”省人社厅
相关负责人说。

报告显示，省会郑州在 GDP破万亿
和常住人口破千万的形势下，提供岗位数
和求职人数仍稳居全省第一。副中心城

市洛阳紧随其后，求人倍率低于 1，岗位
竞争性较强。定位食品城的漯河，岗位需
求排名全省第二，释放出强大的产业动
能。漯河的岗位需求也从以往基础性岗
位向研发、监测、互联网、数据处理等方向
转型。

随着我省三、四线城市在引才政策、
城市环境、城市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持续
发力，对求职者的吸引力将不断增强。供求平稳

结构性矛盾仍存在

制造业升级 机械类人才缺口近3万人

地方特色明显 三四线城市就业力增强

高学历更吃香 应届毕业生受欢迎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2月 11日，记者从
省人才交流中心获悉，今春大型公益招聘会将
于2月13日至15日（正月初九至十一）、2月18
日至 23日（正月十四至十九）在河南人才市场
举行，共提供岗位约7万个。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主办，省人才交流中心承办。

今春大型公益招聘会共 9天，按照时间和
主题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为 2月 13日至 15

日，举办高校毕业生供需洽谈会。第二阶段为
2月 18日至 23日，其中 18日举办营销人才专
场招聘会，19日举办信息通信、物流运输、商业
服务行业专场招聘会，20日举办快消品、计算
机服务、教育咨询行业专场招聘会，21日举办
生物医疗、电子商务、金融服务行业专场招聘
会，22日举办农林牧渔、生产制造、建筑建材行
业专场招聘会，23日举办电子电器、化工制药、
中介服务行业专场招聘会。

预计今春大型公益招聘会将有1440家用人
单位进场招聘。风神轮胎、黄河旋风、瑞贝卡、太
龙药业、西继迅达、森源重工、多氟多化工、万达

重工、贵州茅台、大商集团等省内外知名企业前
来参会；中国一拖、中国通信建设集团、中原石
化、中铁盾构等央企也前来求贤。据省人才交流
中心相关负责人卢宇介绍，本次招聘会上，洛阳、
许昌、安阳、濮阳、漯河等地的人才交流中心，将
携手当地70多家知名企业前来“抢才”。参会用
人单位涉及快消品、医疗、生产制造、互联网、物
联网、电子、人工智能、建筑等35个行业，预计将
为求职者提供各类就业岗位约7万个。

如果不能来到现场也没关系，本次招聘会
启用了“互联网+就业渠道、互联网+求职招聘、
互联网+就业指导、互联网+就业评价”的就业

服务新模式。卢宇说：“招聘会将充分发挥河
南人才市场新媒体矩阵作用，通过微信、微博、

‘人才小仙女’、抖音直播把工作‘推送’到广大
求职者手中，满足年轻人不出家门‘掌上求职’
的需求。”

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应届毕业生，招聘会
期间，省人才交流中心公益就业导师将提供线
下和线上咨询服务。“不少大学生会出现择业
迷茫，我们的导师团队可以为他们提供一对一
的就业指导、职业生涯规划、人力资源及各类
人才就业政策咨询，为他们答疑解惑。”卢宇
说。③8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1日电 2月 11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部署加强癌症早诊
早治和用药保障的措施，决定下月起对罕
见病药品给予增值税优惠。

会议指出，加强癌症、罕见病等重大疾
病防治，事关亿万群众福祉。一要加快完善
癌症诊疗体系。坚持预防为主，推进癌症筛
查和早诊早治，努力降低死亡率。强化科技
攻关，支持肿瘤诊疗新技术临床研究和应
用。发展“互联网+医疗”，提高基层医疗机
构诊疗能力。二要加快境内外抗癌新药注
册审批，满足患者急需。组织专家遴选临床
急需境外新药，完善进口政策，促进境外新
药在境内同步上市。畅通临床急需抗癌药
的临时进口渠道。落实抗癌药降价和癌症
患者医疗救助等措施，修订管理办法，加快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频率，把更多救命救急的
抗癌药等药品纳入医保，缓解用药难用药
贵。三要保障 2000多万罕见病患者用药。
从 3月 1日起，对首批 21个罕见病药品和 4
个原料药，参照抗癌药对进口环节减按 3%
征收增值税，国内环节可选择按 3%简易办
法计征增值税。

3月 1日起

罕见病药品
可享增值税优惠

环保

安阳出台环保治理新举措

绿色配送可获“大红包”

新能源货车每年
每车可获不超过
6000 元 的 运营
补贴

6000
元

我省今春大型公益招聘会即将启幕

35个行业7万个岗位等你挑

春节后，我省多地纷纷举办招聘会。图为2月11日，求职者在新蔡县春风行动招聘会现场咨询、应聘
工作岗位。⑨3 宋超喜 摄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以前小区脏乱差，连个门卫都没有。
瞧瞧现在，路面干净平坦，墙壁粉刷一新，既
能‘托老’也能‘托小’，我们住着更舒心了。”
2月 11日，在许昌市魏都区文峰街道办事处
文峰小区，提起小区的变化，居民范美芳脸
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文峰小区位于许昌市毓秀路，建成于
1995 年 7 月，共有 17 栋居民楼 362 户居
民。范美芳回忆，改造前，小区里垃圾遍地、
污水四溢、墙外体脱落，“电线像蜘蛛网一样
交错”。

“借许昌市去年进入全国首批老旧小区改
造试点城市的东风，我们对小区实施了改造。”
文峰小区负责人凡玉梅介绍，在上级部门的支
持下，他们对破旧的楼体、储物间等进行了整
体粉刷，对空地进行了硬化并改造为停车位，
新建了小游园，手绘了“文化三国”“水韵莲城”

“古代科技”等主题文化墙，还建起了“托老所”
与“托小站”，文峰小区成了富有文化魅力的宜
居家园。

硬化道路、添置路灯、更换配电箱、维修
停车棚……去年以来，许昌市有 119个老旧
小区通过完善功能、重塑景观，发生了美丽
蝶变，惠及 10余万小区居民。在老旧小区
周边，许昌市还建立养老、卫生、健身等服务
体系，把 1555项具体惠民指标融入了小区
改造，建成了13个养老中心、13个卫生服务
中心、96 处健身场所、100 个社区卫生站、
100个社区便民店。

看着老庭院“旧貌换新颜”，71岁的退休
教师刘二斗深有感触：“不买新房就住进了

‘新小区’，生活在许昌真幸福！”③5

热点关注

许昌老旧小区绽新颜

服务热线：0371－65956900 65959160 65927775 65957490

客服QQ：106475802 970050453 E-mail：970050453@qq.com

网址：中国中原人才网（www.zyrc.com.cn） 新浪微博：@河南省人才市场

微信订阅号：河南人才市场

招聘会期间，省人才交流中心公益就业导师将提供线下和线上咨询服务

☞ 2月13日至15日 高校毕业生供需洽谈会

☞ 2月 18日 营销人才专场招聘会

☞ 2月 19日 信息通信、物流运输、商业服务

行业专场招聘会

☞ 2月20日 快消品、计算机服务、教育咨询

行业专场招聘会

☞ 2月21日 生物医疗、电子商务、金融服务

行业专场招聘会

☞ 2月22日 农林牧渔、生产制造、建筑建材

行业专场招聘会

☞ 2月23日 电子电器、化工制药、中介服务行业专场招聘会

制图/党瑶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 实习生 周玉琴）
2月10日，巩义市北固乡南官庄村，62岁的王兴
超老汉从县医院回到家里，和家人吃了顿团圆
饭。“能在家门口看病住院，不用再跑到郑州大
医院排队折腾，真好！”王兴超满足地说。

“我得肺癌快 9年了，以前看病得去省医
院，有一次不巧碰上医生出差了，我在宾馆等
了三天。好不容易回来了，结果找他看病的人
太多，我从早上开始排队，到下午4点多才看上
病。”回想起拖着病体去省会就诊的奔波之苦，
王兴超仍心有余悸。

“现在好了，在家门口就能进行最先进的
基因检测治疗。我现在吃的靶向药，一年好

几万的花费，是上海慈善机构免费赠送的，其
他治疗费用，医保能报销 60%。”王兴超说，

“没有党的好政策，这么贴心的照顾，就是儿
女也难做到。”

让王兴超老汉受益的，是省科技厅与省卫

健委共同推动的一项惠民工程——“双域计
划”。省科技厅社会发展处处长张芳告诉记
者，这项工程旨在推动省域医疗单位的优质成
熟技术推广下沉至县域医疗机构，助推分级诊
疗，提升基层单位的诊疗水平，实现老百姓“大
病不出县”的强烈愿望，是我省科技惠民措施
的重要着力点。

“对我们县级医院来说，‘双域计划’可以
说是‘及时雨’。”巩义市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
孟秋丽介绍，以前，都是病人自己带着标本去
郑州检测诊断，自2017年 6月推行“双域计划”
以来，病人只需要在当地抽取样本，通过物流
将样本寄到郑州，很快就可以通过河南省肿瘤

医院开发的手机 APP看到基因检测结果。根
据检测结果，县级医院可进行针对性的靶向治
疗，大大减少了转诊量，并有效推进了基层医
院病理科的发展。

“自实施‘双域计划’以来，通过推动肺癌
靶向基因检测技术，短短一年多时间，我们已
在全省 42 个县、10000 余名患者中进行了
EGFR突变基因检测，其中绝大多数阳性患者
因服用特定靶向药物而受益，极大推动了我省
精准医疗水平。”河南省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兼
河南省肿瘤医院分子病理科主任郭永军向记
者介绍，未来，该计划将在全省全面铺开，让更
多基层群众受益。③6

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资源

“双域计划”让百姓看病不折腾

双域
计划

旨在推动省域医
疗单位的优质成
熟技术推广下沉
至 县 域 医 疗 机
构，提升基层单
位的诊疗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