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 近
日，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出，从 2019年开始，在
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学
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
度试点工作。到 2022 年，职业院校
教学条件基本达标，一大批普通本
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经过
5-10 年时间，职业教育基本完成由
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
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由参照普
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
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大
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
平。

《方案》提出了进一步办好新时
代职业教育的具体措施。一是完善
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健全国家
职业教育制度框架，提高中等职业教
育发展水平；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完善学历教育与培训并重的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二是构建职业
教育国家标准。完善教育教学相关
标准，狠抓教学、教材、教师，培育和
传承好工匠精神；深化复合型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培训模式改革，面向在校
学生和全体社会成员开展职业培
训。三是促进产教融合。总结现代
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经验，坚持
工学结合；推动校企全面加强深度合
作，打造一批高水平实训基地。四是
建设多元办学格局。发挥企业重要
办学主体作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特
别是大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与
国际先进标准接轨，做优职业教育培
训评价组织。

《方案》要求，要做好职业教育改
革组织实施和相关保障工作。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将党建工作与学
校事业发展同部署、同落实、同考
评。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待遇水平，健
全经费投入机制，加强职业教育办学
质量督导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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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绿扬

2月 12日下午，记者走进洛阳市
烈士陵园。在青松翠柏掩映下，一排
排烈士墓令人肃然起敬。不时有市
民来到墓前，向革命烈士敬献鲜花。

“这里长眠着为洛阳解放英勇捐
躯的烈士，他们中的很多人连名字都
没有留下。”洛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主
任田桂芳告诉记者，71年前，人民解
放军两克洛阳，从此古都浴火重生，
掀开了新的篇章。

1947 年，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
进攻，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
中原。1948 年年初，中原战场上的
国民党兵力大部被牵制，在潼关至郑
州的近 400 公里战线上只剩下洛阳
有国民党正规军据守。当时，洛阳的
国民党军由师长邱行湘指挥。

1948年 3月 8日，按照中央军委
的战略部署，华东野战军陈唐兵团和
中原野战军陈谢兵团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发动了洛阳战役，经过七昼夜
激战，于3月 14日一举攻克被国民党
军自诩为“金城汤池”的洛阳城，歼敌
2万余人，俘获敌军1.5万余人。为了
更多地歼灭敌人的残存势力，我军主
力部队随后主动从市区转移到西南
郊县。4月 3日，陈谢兵团第九纵队
两个旅再度围攻洛阳，4月 5日，歼灭
守敌4600余人，洛阳再次获得解放。

“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
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
为出发点。”在洛阳解放后的第 3天，
毛泽东草拟的《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
线指挥部的电报》中制定了城市工作
的 9项政策，为我军做好新解放城市
的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

现在，洛阳被赋予区域性中心城
市、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等战略定
位，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一
批国家战略规划和平台相继落地实
施，千年古都焕发出新的生机。

“去年是洛阳解放 70周年，全市
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宣传和纪念活动，
目的是让更多的人重温这段历史，铭
记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更好地传承
红色基因。”田桂芳说。③5

“最近 10多年，每年我都要去河
北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给赵义京
扫墓。”谈起赵义京烈士，59岁的堂弟
赵义平不禁肃然起敬。

赵义京，1914 年出生在湖北黄
陂县（今黄陂区）赵店村一户农民家
庭。 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 年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
后，赵义京随八路军 129师开辟太行
抗日根据地，任师通讯队长、作战参
谋和科长等职。1938 年后，任冀南
军区第 5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
司令员等职，在 5分区的各县、区之
间组建了县大队、区小队、村游击小
组，扩大了抗日武装力量。

1940年 7月初，赵义京指挥抗日
军民破坏了 5条敌人交通运输线。7
月 25 日夜，赵义京率分区武装会同
军区第 25团，埋伏于武邑与衡水间
的苏正、苏义地区。次日凌晨，衡水

日军川井大队 100 余人来犯。战斗
中，赵义京身先士卒，仅用 9分钟便
取得战斗胜利。这次战斗被第 129
师评价为“创造了在平原地区迅速、
干净消灭敌人的伏击战的范例”，受
到八路军总部通令嘉奖。

1943年 8月，冀南军区 5军分区
在枣强县召开全区各县武装科长、县
大队长和教导员会议后，在江官村遭
2000多名日伪军包围。赵义京临危
不惧，指挥部队突围。8月 30日，在
与敌激战中，赵义京身中数弹，壮烈
牺牲，时年29岁。

冀南军区5军分区副司令员陈耀
元也在这次战斗中牺牲。1984 年 3
月，共青团枣强县委在他们的牺牲地
枣强县王常乡西江官村修建了纪念
碑。每到清明节、烈士纪念日，就有中
小学校师生等来给烈士扫墓，以祭奠
烈士，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

（据新华社武汉2月13日电）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赵晶晶）2
月13日，随着新一轮强降雪天气到来，省内
大量务工流、学生流、探亲流和商务流涌向
铁路。该公司在郑西高铁管内线路加开郑
州往返三门峡、灵宝地区高铁临客列车8趟，
分别为：郑州东—三门峡南G9199/200次
（2月14日—17日，2月23日—28日）；灵宝
西—郑州东G9206次（2月14日—24日）；三
门峡南—郑州东G9174次、郑州东—三门峡
南G9209/10次、郑州东—灵宝西G9171/2
次（2月14日—18日，2月20日—25日）。

客流高峰遇到强降雪天气，各大火
车站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党员服务
队及时清扫积雪，铺设地毯、防滑草垫，
设置安全提示牌，加密进站口、售票厅、
站台、地道、天桥、台阶、电梯等客流密集
区域防滑防护措施，增加站台盲道、白色
安全线等湿滑位置广播提示和人工引导，
确保旅客安全乘降。③9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施书芳）面对新一轮强降
雪天气，郑州机场提前将除雪设备、材料准备到位，并从 2
月 13日下午开始除冰雪工作，至当天 16时许，郑州机场已
经执行航班200多架次，为飞机除冰23架次。据悉，2月13
日，为了配合疏散机场滞留旅客，郑州地铁城郊线在正常运
营时间结束后，在 22:00 和 23:00 各加开一列单向列
车，由新郑机场站直达紫荆山站。

郑州机场提醒广大旅客，请及时关注所乘航班动态和
天气变化，以免耽误行程，详情可致电 24 小时服务热线
0371-96666 或登录河南机场集团官方微信、网站等查
询。③9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2 月 13日，我
省多地迎来低温和降雪天气，省公安厅高
速交警总队迅速启动战时勤务，全力迎冰
雪保畅通。

为有效应对冰雪天气，省公安厅高速交
警总队联合交通运输部门提前部署，全力做
好冰雪恶劣天气应急处置工作。组织警力全
面加强值班备勤，加强对桥梁、上下坡、匝道
等易结冰路段和夜间、凌晨等易结冰时段巡
逻，同时加强路面管控，科学调度应急物资
和铲雪、清障车辆，快速融雪除冰，加强事故
现场的应急处置，为群众提供全天候实时路
况播报，确保冰雪天气群众出行平安。③9

全天候播报实时路况

高速公路出行指南

为方便群众第一时间了解路况信

息，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通过多条渠

道实时路况播报：可以拨打省公安厅高

速 交 警 总 队 报 警 求 助 电 话

0371-6820811，也可以通过高速公路

路面电子显示屏、“河南高速公安”微

博、“河南高速公安”官方微信公众平

台、河南高速公安政务头条号、河南高

速交警网，实时发布高速公路路况信息

和安全出行提示。

高速警方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新一轮大范围降
雪如约而至。2月13日，记者从省气象台获
悉，受冷空气影响，本轮雨雪将持续至14日
夜，局部积雪深度可达4cm。

省气象台统计数据显示，13日 8时~
18 时，我省大部出现降雪或雨夹雪天气
（东南部小雨），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许
昌、南阳、郑州、驻马店、周口8地个别县市
出现中雪，最大降雪出现在襄城 5mm，郑
州降雪2.2mm。

我省主要降雪时段在13日夜里，东南
部小雨或雨夹雪，其他地区小到中雪，北部
和中部偏西地区局部有大雪。14日白天
降水减弱，西部阴天，其他地区小雪或零星
小雪逐渐停止，夜里全省降水结束。预计
东南部降水量2mm~6mm，其他地区降雪
量1mm~3mm，黄河以北和中西部的局部
降雪可达4mm~5mm；北中部地区积雪深
度 1cm~3cm，个 别 地 区 积 雪 深 度 可 达
4cm。14日气温保持低位运行，最高温度
南部2℃~4℃，其他地区0℃~2℃。

15 日至 17 日，全省无明显降水天
气。18日至 21日，我省还将出现两次降
水过程，其中 18日全省有小到中雨雪，20
日夜里到21日全省有小雨。③5

2022年

大批本科高校要转向应用型

赵义京：

创造了平原伏击战的范例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解放洛阳战役：

千年古都 浴火重生
★永恒的印记

——党的奋斗足迹在河南

2 月 13 日，济源突降大雪，车站及
时启动除雪应急预案。图为部队官兵在
清扫站台积雪。⑨3 姚峡阳 摄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春节的热闹气氛尚在，但我省诸多
企业招聘高峰已经出现。2月13日（正
月初九）是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主
办、省人才交流中心承办的河南省
2019年春季大型招聘会启动首日，共
170家用人单位进场求贤，提供就业岗
位9860余个，入场求职者共计6500余
人，2680人达成初步就职意向。

与去年春季招聘首日相比，今年的
岗位数量增长 14.65%，理工类专业岗
位数量增幅明显，化工、电子、电气、材
料、计算机编程等与产业转型密切相关
的岗位需求较多。转型升级后的制造
业企业成为人才市场内“主角”，对中高
级人才的需求表现旺盛。

上午 9时，在人才市场三楼，河南
能源化工集团的招聘展位前吸引了不
少求职者驻足咨询。据了解，该集团今
年欲招聘49名硕士、1270名本科生，全
面发力能源、化工、现代物贸、智能制造
和合金新材料等多个产业。该集团招
聘团队负责人告诉记者，经历了国企改
革攻坚战，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实现了转
型升级发展，需要大量与之相适应的高

水平人才补充进来。
我省的“隐形冠军”企业焦作科瑞

森重装股份公司希望通过本次招聘会，
招到20名优秀人才充实到公司在印度
尼西亚新开设的矿山项目部。该公司
人力资源总监张爱荣告诉记者，公司搭
上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快车，当前出口
业务占到总业务量的半壁江山。

据了解，当天到场的制造业企业还
有瑞贝卡、中原石化、中国一拖、富士
康、汉威科技、郑州钻石精密制造、风神
轮胎等，均表现出对中高端人才的旺盛
需求。据省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卢宇介绍，转型升级后的制造业企
业成为本次招聘会当日当仁不让的“主
角”，从“劳动密集型”走向“技术密集
型”，制造业企业对人才需求的层次明

显高于往年，“高技能时代”的人才短缺
成为企业亟待解决的最大问题。

企业求贤若渴，为何人才难求？
毕业于贵州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的

小李告诉记者，薪资待遇低是最大的障
碍。毕业于郑州大学材料工程学院的
小程有同样的想法：“月薪5000元确实
没有什么吸引力。”

在卢宇看来，随着企业转型升级加
速，用工市场中的结构性矛盾将长期存
在。企业在用人时要改变传统的用工
习惯。“企业不能只看成本，还要看效
率。”同时他也建议，求职者不能只看当
前的薪水，还要看区域前景、行业前景
以及晋升机会。近两年，诸多国家战略
在中原落地，我省对优质人才给出了诸
多优惠政策，未来发展空间巨大。③9

我省2019年春季大型招聘会首日火爆

转型企业“唱主角”高级人才需求旺

2月13日，洛阳地区再次迎来降雪天气。面对突发极端天气，洛
阳车站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全力保障春运安全畅通。⑨3 刘鹏 摄

2月13日，新年又一场瑞雪纷纷扬扬降临郑州，在街上玩耍的小朋友敞开怀抱迎接洁白的雪花。⑨3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

加开省内8趟高铁

为飞机除冰23架次

郑州铁路

郑
州
机
场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今年是全
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基本办学条件（即“全面改薄”）收尾
年。2月 11日，省教育厅下发文件，
要求对还没实施的项目制定推进时
间表、路线图，开辟“绿色”通道、优化
审批流程，最迟 2019年 10月底前建
设完成。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检查规划落
实情况，足额落实资金，在建项目要
加快推进速度，以确保所有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办学条件达到国家制定的

“20条底线”要求。
在校舍工程质量上，要认真履行

基本建设程序，严格实行项目法人责
任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
理制等，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项
目不得交付使用。校舍建设项目竣工
后，要按照要求在醒目位置设置永久
性标牌，载明建设、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等单位名称和相应的质量责任人
姓名，增强质量终身责任意识。

我省“全面改薄”实施以来，已累
计为 1.79 万所中小学校建设校舍面
积 1772 万平方米，建设室外运动面
积1391.7万平方米，为1.96万所学校
配备价值 56.45亿元的设施设备，惠
及643.09万名中小学生。③5

“全面改薄”10月底前完成

好大一场雪 好暖一群人
我省各地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出行

2月 13日晚，漯河市街头大型除雪机正在清除道路积雪。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