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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同增

3月 1日上午，新乡市平原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以下简称“平原示范区”）
正式开通城市公交，前期共投放 18辆
环保型城市电动公交车，开通3条城区
线路，前3个月所有居民还可以免费乘
车。家住恒大金碧天下小区的居民李
德贵闻讯，第一时间赶来试乘。

今年 56 岁的李德贵本是郑州市
民，前年把家搬到平原示范区，孙子孙
女都在离小区 3.5 公里的幼儿园上
学。李德贵说，这里风景好、空气好，
住得很舒心，但以前不通公交车，哪怕

他发烧感冒也照样得开车接送孩子上
下学，这一点让人很头痛。“我天天都
盼着公交通车，这下子可好了，我的

‘公交梦’圆了。”他兴奋地说。
2010 年平原示范区成立，经过 8

年多的建设，在黄河北岸把一片背河
洼地建成一座 353平方公里的现代化
新城。新的问题随之而来，这里入驻
的企业、高校及省级科研机构较多，仅
三全学院、省物流学院和外国语学校
师生就高达 4万余人，城区总人口达
26万人，但示范区城区没有公共交通，
与新乡主城区仅靠之前委托的新运公
司暂时运行的 320 客运线路维持，与

一河之隔的郑州市区以及所辖 5个乡
镇更无任何交通配套保障。

去年年底，平原示范区管委会经前
期认真考察、论证，力促示范区通运公
共交通运输有限公司成立，最终实现了
示范区城区公交线路的正式开通。

“开通城市公交将让示范区城市功
能更加完善，长期以来困扰这里群众出
行难、乘车难的问题将得到极大程度的
解决。”平原示范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示范区将投入更多的公交车辆，
开通更多的便民线路，并逐步打通示范
区至新乡、郑州的城际公交线路，让郑
新融城的桥头堡作用更加凸显。③4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 实习生
方楠楠）2月 28日，记者从河南省大
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获悉，3月份，
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将有 4
场双选会供毕业生选择。

这 4 场双选会分别是：3 月 6 日
的河南省应往届高校毕业生综合类
双选会，3月 13日的河南省高校毕业
生春季综合类双选会，3月 20日的河
南省应往届高校毕业生综合类双选
会，以及 3月 27日的河南省 2019年
高校研究生就业专场双选会。

据悉，今年我省普通高校毕业生

将超过 61 万人，较往年增加约 4 万
人。为促进毕业生更加充分和更高
质量就业，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市
场每周三都将举办应往届高校毕业
生就业双选活动。河南省高校毕业
生就业市场地址为：郑州市郑东新区
相济路与文苑南路交叉口河南省大
学生就业创业综合服务基地二楼。

应聘者可在郑州市内乘坐 114
路、312 路、232 路、278 路公交车到
相济路文苑路站下车或乘坐 107路、
115路、48路到郑州航院东校区站向
南100米即到。③9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为引导全
社会尊重爱护妇女，引导用人单位依
法招用妇女从事各类工作。河南省
第十七届女子专场招聘会将于3月 8
日在河南人才市场举办。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由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妇女联合会主
办，省人才交流中心承办，为女性送
岗位、送政策、送服务。

不久前，人社部、教育部等九部
门联合印发通知文件，要求在招聘时
不得以性别为由限制妇女求职就业
或拒绝录用，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
况，不得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
目，也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
件。新政策法规下，女性就业将得到
更好的保障。

招聘会当天，将有省城乡规划设
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郑州国展展览

展示有限公司、中国人保、华联超市、
京佳教育、绝味食品等 110家用人单
位到场招聘，提供5000多个岗位，涵
盖教育、商贸、互联网、电子、医药、生
物工程、新材料等多个行业。

活动期间，如果您不能到达现场，
省人才交流中心将通过河南人才市场

“一网一微博三微信一直播四QQ”的
新媒体矩阵及时发布大会消息，看上心
仪的招聘单位一个电话、一个微信就可
以实现与企业及时联络。③9

本报讯（记者 孙静）3月 1日，记
者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即日
起，经登记机关准予设立、变更登记
以及补发营业执照的各类市场主体，
将全面启用新版营业执照。

“随着商事制度改革的实施及市
场监管部门机构改革的推进，营业执
照所关联的市场主体信息越来越丰
富，应用领域也更加广泛，原版营业
执照的信息量已无法适应新形势新
要求。”省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说，
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部署，3月
1日起，全国均启用新版营业执照。

与旧版相比，新版营业执照照
面版式统一调整为横版，执照上的
二维码功能进行了扩充和完善，实
现了二维码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上的企业信息精准链接，并

增加“扫描二维码登录‘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了解更多登记、备
案、许可、监管信息”的提示语，鼓励
社会各界通过扫描二维码直接查询
市场主体信息，进一步扩大了营业
执照在社会管理领域的重要作用，
为市场主体自律、部门监管和社会
共治奠定坚实基础。

自 3月 1日起，经登记机关准予
设立、变更登记以及补发营业执照的
各类市场主体，颁发新版营业执照，
并同步生成电子营业执照，存入执照
库，以推进电子营业执照跨区域、跨
行业、跨领域的应用。

那么，老版营业执照还能用吗？
该负责人说，之前存续的各类市场主
体，可以继续使用原版营业执照，也
可以申请换发新版营业执照。③9

□本报记者 李运海

正值草莓上市的季节，然而我省
各地的草莓大棚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景
象：有的人声鼎沸，采摘者络绎不绝；
有的门前冷落鞍马稀，采摘者寥寥无
几。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近日，记者走访了部分种植户和草莓
研究专家。

高品质草莓受热捧

从春节前开始，荥阳市广武镇苏寨
村的张秋朋就忙得团团转。虽然是第
一年种大棚草莓，但每到双休日，大棚
里都人气爆满。

3月 2日，一个采摘者在张秋朋的
大棚里告诉记者：“虽然卖 60元一斤，
但他种的草莓又红又甜，非常好吃。
这不，又带着亲友来啦。”

张秋朋没种过草莓，但有一个朋友
是从事草莓研究的专家。在朋友的鼓励
下，张秋朋以每亩1500元的价格，在村
里流转了14亩土地，投资50多万元建
了10个大棚种草莓。

去年9月，张秋朋在大棚里种上朋
友推荐的4个草莓品种，并按照要求严

格科学管理，结果一炮走红。
张秋朋说：“要产出高品质的草

莓，一是要选好的品种，成熟早，甜度
高；二是要绿色种植，不能上化肥。这
样的草莓才能好吃又好看，早上市，早
赚钱。”

这里的“草莓”静悄悄

张秋朋的草莓已经卖一个多月了，
但还有不少种植户的草莓没有结果。

3月 1日，记者在广武镇另一个采
摘园看到，这里4个大棚里的草莓才刚
刚开花。

来自山东寿光的师傅说，之所以
这么晚才开花，一是种得太晚了，人家
的草莓都是去年9月种上的，这里是去
年 11月种的；二是不懂管理，自己也
是边学习边管理；三是大棚建设不规
范，保温效果差。因此，前一段天冷
时，草莓都不长。

这里种的草莓是什么品种？师傅
说不清楚，苗子是从市场买的。

在荥阳市高村乡，张文是当地有名
的草莓种植专业户，有 14个大棚。他
种的草莓早熟早上市，又是自己育苗，
成本比较低，因此收益可观。但是自己

育苗，品种退化严重，产量、品质又会受
到影响。张文承认今年死苗多，大棚产
量也是逐年下降，他将原因归结为天气
偏冷，却没想到是品种退化导致的。

大棚草莓潜力巨大

随着消费升级，市场对高品质草
莓的需求越来越大。“我省的草莓种植
面积偏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大棚草
莓市场潜力巨大。”省草莓协会副秘书
长、省农科院副研究员张俊涛说。

他分析说，草莓能够当年种植、当
年获益，是一个能够快速致富的产
业。目前我省草莓种植中还存在很多
问题，主要是管理粗放，品牌意识不
强，追求产量，不追求品质。很多种草
莓的自己育苗，却不知道自己种的是
什么品种。

目前，我省草莓种植面积在 10万
亩以内，主要集中在郑州、洛阳等沿黄
地区。本地生产的草莓无法满足市场
需求，旺季时市场销售的大多来自周
边省份。张俊涛说，目前省农科院正
在加大草莓品种的培育和推广力度，
力争培育出产量高、品质好的品种，让
种植户获得较高的收益。③4

本报讯（记者 谭勇）3 月 1 日，
记者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获悉，住
房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联合印发的《建筑工人实名制管
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自当日起正式施行。《办法》规定，
全面实行建筑业农民工实名制管
理制度。

《办法》规定，建筑企业与农民工
先签订劳动合同后进场施工，进入施
工现场的建设单位、承包单位、监理
单位的项目管理人员及建筑工人，均
纳入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范畴。建
筑企业应与招用的建筑工人依法签

订劳动合同，对其进行基本安全培
训，并在实名制管理平台上登记，方
可允许其进入施工现场。

据了解，为确保《办法》落实到
位，施工现场原则上实施封闭式管
理，设立进出场门禁系统，采用人脸、
指纹、虹膜等生物识别技术进行电子
打卡；不具备封闭式管理条件的工程
项目，应采用移动定位、电子围栏等
技术实施考勤管理。

《办法》要求，建设单位应按照工
程进度，将建筑工人工资按时足额付
至建筑企业在银行开设的工资专用
账户。③8

同样种草莓 收益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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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洛阳市老城区鼓
楼城市书房投用，给附近居
民和游客提供了阅读、休闲
的好去处。造型时尚的城
市书房与不远处的鼓楼古
今交融，老街现新景。⑨6
张光辉 刘雨震 摄

鼓楼为邻
溢书香

前期共投放 18辆环保型城市
电动公交车，开通3条城区线路

前 3个月所有居民可以免费
乘车

未来将投入更多公交车辆，开
通更多便民线路

将逐步打通示范区至
新乡、郑州的城际公交
线路

微评

优质才能优价
□师喆

同 样 的 农 产 品 ，“ 命 运 ”却 大 不

同。草莓市场冰火两重天的背后，是

产品质量的差别。

如今，从追求吃饱到吃好，老百

姓 对 农 产 品 质 量 的 关 切 与 日 俱 增 。

高品质草莓受热捧启示我们：优质才

能优价，种得好才能卖得好，想要增

收致富，种植户们还得在提质增效上

下功夫。

质量兴农，离不开一批爱农业、懂

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针对人

们高品质的消费需求，只有学习和掌

握科学的种植技术，才能培育出优质

农产品。要关注市场动向，根据市场

变化适时调整种植结构，以“卖得好”

引导“种得好”，让“需求端”指导“供给

端”；要树立鲜明的品牌意识，由数量扩

增向质量提升转变，探索订单式生产种

植模式，把优质“产出来”，把品牌“树起

来”，让农产品叫好又叫卖。②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