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图/王伟宾

3769 名赴约英才

被我省“招才引智”的热情点燃

共有2823人达成初步签约意向

其中，博士研究生 195 人，

硕士研究生 1865人，硕士

研究生以上学历

占 73%

“招才引智”

我省共有 142家单位参加了长春专场招聘活动，提供岗位 146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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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月 19日电 首届跨
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 19日在山东青
岛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在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跨国公司作为重要
参与者、见证者、受益者，发挥了积极作
用。

习近平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

越开越大，营商环境只会越来越好，为
全球跨国公司创造的机遇只会越来越
多。我们欢迎全球企业家来华投资兴
业，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首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由商
务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峰会
以“跨国公司与中国”为主题，将举行闭
门会议、平行论坛、合作路演等活动。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10 月 18
日至 19日，2019年青年普法志愿者
法治文化基层行河南现场推进会在
郑州、开封、新乡等地举行。来自中
国法学会、司法部、团中央以及北京、
上海、山东等省市法学会的相关负责
人，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等媒体的新闻记者一起，走访
观摩了河南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
化基层行活动开展情况。

观摩团走进社区、学校、企业、广
场，一路仔细查看，不停询问，热烈交
流。

全国文明村郑州市金水区宋砦
村，建有全国首家村级法治展览馆，
展览内容有政策解读、典型案例，还
有法律知识、英模事迹，丰富的内容、
精心的布置，令参观者频频竖起大拇
指。郑州市郑东新区社区矫正中心
里，普法志愿者们配合工作人员在各
自的岗位上忙碌着。郑东新区公共
法律服务中心也设在这里，有需求的
群众可以来这里进行免费法律咨询，
还可以开展人民调解和法律援助。

“ 我 承 诺 ：尽 己 所 能 ，不 计 报
酬，帮助他人，服务社会，践行志愿精
神……”在河南大学大礼堂前，“方
圆”普法志愿者服务队举行了授旗仪
式，朝气蓬勃的青春学子紧握右手，
向队旗宣誓。在河南师范大学，大学

生志愿者通过组织开展模拟法庭，提
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向同学们宣传法
律知识。当观摩团来到新乡市红旗
区洪门社区时，社区超市门前正上演
一场法治巡回演出，说的唱的都是老
百姓的身边事，吸引了众多居民观看。

本次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
基层行现场推进会给观摩团留下了
深刻印象，座谈会上，大家纷纷为河
南的经验和做法点赞。中国法学会
党组成员、副会长张苏军说：“河南省
法学会不愧是全国的一个标杆，河南
普法志愿者们的精气神让我们备受
感染，为他们点赞！”

据介绍，自4月28日河南省与中国
法学会同步举行基层行活动启动仪式
以来，截至6月底，全省各市县均成立了
本地的活动组委会，并开始开展活动。
广大志愿者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开展
普法宣传，为基层群众提供全方位、多
层次、专业化的法律服务。③6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通讯员 吴
沛萌）10月 18日，记者从云台山景区获
悉，全国首个 5A景区智能小程序——

“云台山景区”日前已正式上线，助力旅
游行业智慧转型，服务游客畅快出行。

工作人员介绍，百度搜索“云台山”
进入云台山智能小程序，景区介绍、票
务预订、攻略推荐、智慧导览、景点讲解
等全方位、一站式的网上服务，让游客
用一部手机就能够畅游云台山。

“云台山景区”百度智能小程序创意

增加景区全景、花草识别等功能，让游客
在观景的同时，能够识景、听景；在智慧
导览功能中标记出景点与公众基础设施
的精准定位，帮助游客快速找到景点、旅
游设施、卫生间、停车场和出入口等。

“集合百度技术优势和平台优势，‘云
台山景区’智能小程序已然成为云台山的

‘第二个官网’。”云台山景区相关负责人
说。小程序的应用不仅提升了用户体验的
流畅度，而且优化了订单转化路径，在游客
和景区之间建立了深度双向互动。③5

□本报记者 童浩麟

10月 15日，在郑州师范学院传
播学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上，整天和农
民、农村、农业打交道的代玉建坐在
了这批“00”后大学生的面前。

“同学们，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20年前，我家里还经常吃玉米面，我
上大学时的‘理想’就是要吃饱吃好，
通过好好学习吃上好饭。”兰考县仪
封乡代庄村党支部书记代玉建开门
见山地向200多名师生“敞开心扉”。

2014年 5月，受乡亲们一再“请
求”，代玉建放弃了在郑州的生意，毅
然回到家乡，带领村民发展高效农
业。5 年时间，代庄村民的收入由
2014 年人均 4600 元增加到 12000
元，代庄由一个基层党建软弱涣散村
变成全县基层党建红旗村。代玉建
也先后获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
最美村官、开封市焦裕禄式好干部等
荣誉。

“从企业董事长到村党支部书
记，管理方法有什么不同？”“你对大
学生回乡创业有什么建议？”“对代庄
的未来发展，你有什么计划？”

“00”后的学生们向代玉建抛出
了一个个问题。

“其实我一直都有压力。代庄脱

贫不是问题，但如何奔小康是大问
题。”代玉建说，“为群众找到一个能
持续增收的产业是根本出路。现在，
我的‘理想’是让我们村的群众家家
有项目，人人有活干，一起奔小康。”

报告会上，代玉建的“金句”不
断：“千万不要把群众交待的事儿不
当回事儿。”“为百姓办事，困难再大，
就是撞破‘南墙’我也要办。”“任何事
情只要努力去干，就会越干越好，越
好越好干。”……

“无奋斗，不青春。咱的青春是
用来奋斗的。”最后，代玉建又以河
南省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的身份寄
语这些“00”后大学生。

“代支书带领村民奋斗的感人故
事，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为人民谋幸
福的初心。”传播学院学生渠晨曦说，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认真学习、充
实自己，脚踏实地从小目标开始奋
斗，努力成为社会的栋梁！”③5

首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召开

习近平致贺信

全国首个5A景区智能小程序
“云台山景区”上线

村支书和大学生的对话

“无奋斗，不青春”
2019年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现场推进会走进河南

“为河南普法志愿者点赞”

10月18日，雨后的洛宁上戈镇山区，被秋色渲染得五彩缤纷，云雾缭绕中，生态环境呈现出“金山银山”的无穷魅力。⑨6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

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准确定
位了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系统阐述
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提出了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有
力地推动了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1987 年，在准备十三大报告过程
中，党中央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新
经验，集中全党的智慧，提出了以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十三大报告立论依
据的设想。这一设想得到邓小平同志的
赞同。同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这
次大会最突出的贡献，就是系统地阐述
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明确概括
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十
三大报告指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

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
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
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
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三
大报告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
路线作了明确概括。这就是：领导和团结
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
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
路线的提出，是对社会主义传统观念的重
要突破，是党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
理论的重大贡献，同时也为改革开放提
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有力地推动了改革
开放的实践。（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准确的历史定位

□本报记者 逯彦萃

10 月 19 日，北国之城长春秋意
正浓，第二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
新发展大会（下文简称“招才引智大
会”）长春专场如约而至。

在吉林大学前卫校区宋治平体
育馆，3769名赴约英才被我省“招才
引智”的热情点燃，当场共有 2823人
达成初步签约意向，其中，博士研究
生 195人，硕士研究生 1865人，硕士
研究生以上学历占73%。

招才热度折射河南经济
活力足

据了解，当天我省共有郑州大
学、河南大学、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中
国一拖、建业集团等 142家单位参加
了长春专场招聘活动，提供岗位1466
个。我省各省辖市均在会场设置了
招聘专区，信阳市、许昌市的“请才分
队”还先行一步，提前到东北的多所
知名高校“推销”用人单位、人才政
策。“许昌有不少先进制造业企业走
上了高质量发展之路，但是酒香也怕
巷子深，只有主动让人才了解我们，
才能引来人才、留住人才。”许昌市委
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

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冯正玉对
我省“招才引智大会”走进长春赞不
绝口。“政府组织引才的力度，不仅反
映了爱才惜才的态度，更反映了地区
经济发展的热度。”冯正玉说，河南是
经济大省，近年来国家战略叠加释放

出众多发展新机遇，期待吉林大学的
优秀校友能够抓住河南快速发展机
遇，发挥所长，建功立业。

想来河南的不仅是豫籍
英才

当天的专场招聘，吸引了吉林大
学、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哈尔滨
工业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的人才。

早上9时距专场招聘会开始还有
一个小时，会场外已经排起了长龙，
豫籍学子的“回家”热情非常高。在
吉林大学文学院读研二的王彬彬告
诉记者，她从学校人才信息网上得知

招才引智信息后，马上转发到了“老
乡群”里，引发了群聊小高潮。“河南
是文物大省、考古大省，博物院和考
古研究院都在招人，我要回家！”焦作
姑娘樊洁琼兴奋地说。在这些豫籍
学子看来，家乡能组织这么多单位来
送岗位，实在是太棒了，期待这样的
活动能持续办。

令人欣喜的是，大会还吸引了不
少外地优秀人才。本硕博都在吉林大
学就读的小朱，是地道的吉林人，当天
她把简历留在了郑州大学博士后流动
站招聘展位，期待能够到郑州大学搞
科研。同样是吉林人的金鑫，已经与
乐普药业达成了初步意向。在她们看

来，河南交通便利，发展有活力，历史
很厚重，是年轻人干事的好去处。

为英才快速落户开通
“绿色通道”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招才引智大会”走进
长春，主要是看中了东北三省优质的
教育资源。作为工业基地的东北三
省汇集了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
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
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先进制造业所需
的高水平人才。“在东北求学深造的
河南籍学子就有 2万多人，家乡机会
很多，家乡也渴盼人才，家乡更呼唤
豫籍学子能够‘回家’。”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说。

为给英才创造快速落户的条件，
大会相关工作人员也是蛮拼的。现
场开通“招才引才绿色通道”，当场受
理编制使用、人员调动、岗位聘用、工
资社保等方面工作。专场招聘开始1
个小时就通过“绿色通道”为 11名博
士生办理了聘用手续，当天共有18名
博士通过“绿色通道”办理了手续。

现场设置的“人才综合服务窗
口”，一对一解答应聘人员有关人才
引进、福利待遇、社会保险、户籍落
户、子女入学等相关政策问题，也成
了英才落户河南的“催化剂”。

对于不能到场的英才，大会同样
提供机会。当天，通过大会官网投递
简历有 2611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21
人、硕士研究生2273人。③6

豫籍学子盼“回家”省外英才欲加盟
招才引智长春专场吸引3769名英才赴约，2823人达成意向

为百姓办事，困难再大，
就是撞破‘南墙’我也要
办。

我承诺：尽己所能，不计
报酬，帮助他人，服务社
会，践行志愿精神……

（上接第一版）不仅成功摘掉了‘贫困
帽’，越来越多外出务工的群众都回家
发起了‘旅游财’。”

近年来，商城县坚持生态立县，通
过深入挖掘境内红绿资源，全力推进建
设“全域大公园”，持续加大交通、水利、
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将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与打赢脱贫攻坚战、
美丽乡村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相
结合，高标准打造美丽乡村精品示范点
近 500个，描绘出了一幅幅农村美、农
民富、农业强的乡村美画卷。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支撑。我们
以 3家 4A级旅游景区、2家 3A级旅游

景区为牵引，带动全县旅游产业大发展，
进而带来茶叶、茶油、桑蚕等农林特色产
品的热销和特色产业的发展。”商城县县
长周哲告诉记者，近5年来，该县已累计
接待游客2090万人次，累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130亿元，年均增长36.8%。

在打造好红绿景点的同时，该县用
特色文化赋“魂”，把红色基因、历史文
化、民风民俗、特色美食充分挖掘利用，
着力构建“一村一品、一村一韵、一村一
景”的乡村旅游格局，打造出特色旅游
乡村 29个，办起农家宾馆 300余家，旅
游从业人员达 7000余人，乡村振兴画
卷越绘越美。③9

商城 田园绘就风景线

（上接第一版）西峡县已逐步形成了沿
312国道百公里猕猴桃长廊、沿鹳河百
公里香菇长廊、北部山区百公里 GAP
山茱萸长廊三大特色产业带，形成山上
种药、山下种菇、平地种果的立体化产
业布局。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及农业
产业化发展，培育特色消费、共享经济
等新的经济增长点。

保护生态建设美丽宜居家园。西峡县
实施了13条河流重点河段综合治理工程，
让群众享受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红利。打响“避暑养生地、南阳老界岭”品
牌，与脱贫攻坚和全域旅游结合，同步规
划4个特色小镇，打造东坪、黄狮等10个

特色乡村旅游示范点，全县已建成乡村旅
游专业村21个，带动6个乡镇、1.5万农民
吃上了“旅游饭”，年综合效益超过4亿元。

城乡生态不断提升的同时，乡村颜
值也在不断攀升。该县实施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推进城乡垃圾治理一
体化，投资4.6亿元在鹳河和淇河沿线建
设了11个乡镇污水处理厂、12个乡镇垃
圾处理场。县财政每年投入2000万元，
开展全县乡村生活垃圾清扫收集和非汇
水区乡镇生活垃圾的转运处理，配套建
设小游园、小广场、小果园等，初步形成
了“生态美、产业美、人文美、环境美、和
谐美”的农村新形象。③9

（上接第一版）
梁园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小区党支部是各个老旧小区内新老党
员在办事处党工委指导下成立的，负责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党员活
动，做好小区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
发挥支部引领作用，加强与小区居民沟
通协调，制定居民公约，建立健全居民
自治组织；主动与居民结成帮扶对子，
开展共驻共建活动，共同做好本小区治
理工作；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化解
邻里纠纷和矛盾，维护小区稳定；开展
文明新风进小区和系列文化活动等。
这种多功能服务群众的基层党支部被
当地党委命名为功能型党支部。目前
在梁园区，这样的功能型党支部已有
181个，像杨武兰这样的楼栋长有1189

名，他们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
众，完成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237个，修
缮小区道路 8万多米，粉刷破损楼体墙
面 130 万平方米，清理垃圾 18 万立方
米，全区“三无”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今年以来，梁园区以创建功能型党
支部为抓手，大力推行楼栋长制，全力
构建小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支部
领 着 干 ，党 员 主 动 干 ，群 众 跟 着
干。“撸起袖子加油干，党员争当领头
雁。你干我干大家干，小区旧貌换新
颜。”这是该区建设街道凯北社区几位
退休老党员自编的一段顺口溜。该小
区 50多名党员乐于奉献，常年坚持为
群众服务，仅今年上半年就疏通下水道
20余处，调处民事纠纷十多起，再没发
生过一起居民财物被盗事件。③8

西峡 生态铺就振兴路

梁园 支部筑就新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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