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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一心 加油干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杨绪伟

近段时间，地处大别山深山腹地的
商城县金刚台镇迎来一年中的“金色”
季节，山野里、田园中，大片大片的油菜
花盛开，衬着村舍的白、远山的黛、麦田
的绿，美不胜收。

3月 19日，这里的油菜花海美景被
传上网络，微博话题“山野尽染金黄
色！#河南商城县油菜花美翻了#”瞬间
冲上热搜榜，短短数小时内阅读量突破
3700万。

“老家的油菜花盛开，乡间小路，山
沟野壑，处处美不胜收。”

“家乡太美啦，此景只应天上有，人
间能有几处寻！”

“哇，恨不得立马开车跑去看。”
到过商城县的人都知道，每年春风

送暖时，这里种植的近 20万亩油菜就
进入盛花期，金黄色的油菜花或在平原
沃野肆意铺排，为大地铺上一层金色的
地毯；或沿梯田层层渲染，与青山绿水相
互辉映；或点缀山涧沟壑，如跳动的音
符，又像繁星点点。偶有春风拂过，金色
的波浪翻滚，空气中满是油菜花的香
甜。蜂蝶花中起舞，游人徜徉其间，好一
幅大别长淮春光美画卷。

除了油菜花，商城县的美景数也数
不完：早春二月，西河生态旅游区的野
樱花最先开放，灿若云霞，点缀在绿色
的高山茶园中，荡漾出动人心弦的春光
奏鸣曲，撩拨得人心神荡漾。

油菜花正黄，梨花白如霜。鄢岗镇
尹岗村1200余亩的晚秋大黄梨种植基
地内，千树万树梨花盛开，一团团一簇
簇，雪堆云涌，银波琼浪，看得人心醉神
迷。

为让全国各地的朋友在“疫”期也

能欣赏到大别长淮的春日美景，商城县
融媒体中心开辟“云赏花”平台，持续采
制春日美景专题，及时发布到网上，让
网友看得心驰神往。

“往年油菜花开的季节，游客纷至
沓来，田野里、小溪边，到处都是踏春的
游客，村里的农家乐家家爆满。”3月 20
日，家住大别山金刚台主峰脚下伏山乡
里罗城村的农家乐老板何强说，他们这
周正在做着恢复营业的准备工作，盼望
着能早日让游人品尝到山间美食。

“商城县山清水秀，四季花开，‘天然
氧吧’黄柏山、‘中原神水’汤泉池、国家
地质公园金刚台等风景名胜众多，境内
红色遗迹遍布，民俗文化丰富，是中国歌
舞之乡、炖菜之乡、长寿之乡，保证让您
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该县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局长林友森发出真诚邀约，

“如画商城欢迎您！线上线下看美景，
商城花海带您走进诗和远方。”③8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3月 20
日，全省多家博物馆、纪念馆、景区
发布公告恢复开放，吹响了我省文
旅产业复工复产的“集结号”。

20日上午，郑州市大河村遗址
博物馆恢复开放首日迎来了首批观
众——郑州市民孟女士一家三口，
该馆工作人员为他们送上了精美的
文创抱枕作为纪念。“由于刚刚开
馆，知道的人并不多，所以第一天总
接待人数还不到百人。”该馆馆长胡
继忠说，为避免人员过于集中，博物
馆实行网上预约或现场刷身份证直
接进入，暂停接待旅游团队、研学团
队，暂停人工讲解等服务。

除了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
外，郑州博物馆、郑州古荥冶铁博物
馆、周口博物馆等也于 3月 20日恢
复对外开放。3月 19日，郑州市文
广旅局印发了《郑州市A级旅游景
区有序恢复开放的工作方案》，46
家A级景区将分三批有序开放，第
一批开放的有郑州园博园、绿博园
等18家景区。此前，全省范围已有
40余家景区正式对外开放，包括开
封清明上河园、新乡宝泉景区、洛阳
龙门石窟、焦作云台山、陕州地坑
院、济源黄河三峡等。

据了解，省文化和旅游厅于 3
月 19日印发了《关于恢复旅行社企
业部分经营活动的通知》，即日起，
全省各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可恢
复部分旅游经营活动，暂不得经营
跨省和出入境的团队旅游业务以及

“机票+旅游”业务。③5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3 月 20
日，“助力河南餐饮复工开业惠企帮
扶政策集中签约仪式”在郑州举行，
这是河南省“春满中原”促消费惠民
利民百日行动的第二场活动。在省
商务厅的指导下，河南省餐饮与饭
店行业协会与工行河南省分行、建
行河南省分行、中行河南省分行、交
行河南省分行、河南万邦国际农产
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丹尼斯
百货有限公司、阿里巴巴本地生活
服务公司等签订合作协议。

河南省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一
位负责人在现场直言，疫情发生以
来，生活服务类行业受到较大影响，
其中餐饮行业尤为明显，需要各方
共同帮扶。

签约银行的相关负责人在现场
承诺，对餐饮企业存量贷款不抽贷、
断贷、压贷的同时，还推出“开工贷、
税务贷、e抵快贷、云税贷、个体工商
户经营快贷、复工贷、复工e贷”等一
系列适合餐饮企业的金融品种，为全
省餐饮企业提供普惠性金融服务。

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将与全省知名团餐企业建
立长期、稳定、共赢的合作关系，推出

“粮油蔬菜”服务包，减少中间环节，
降低团餐企业成本；丹尼斯百货对餐
饮企业推出减免房租优惠政策，餐饮
企业闭店歇业期间房租、物业费全
免，复工开业后将继续推出减免措
施；阿里巴巴本地生活服务公司降低
餐饮企业外卖服务佣金率，努力帮助
餐饮企业减少外卖服务成本。③5

上热搜的

简明新闻
●郑州方特欢乐世界今日复园，每天的营业

时间为 10：00—17：00。 （本报记者 杨凌）

●3 月 20 日，安阳殷墟景区恢复开放，关注
“安阳殷墟景区”公众号可免费收听自助导览。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龙飞）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通讯员
孙琦英）3月 20日，记者从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为了推动企
业复工复产，加强重点群体就业服
务，我省于 3月 20日至 6月 30日在
全省范围内开展“百日服务攻坚，千
万岗位推送”大型公益网络招聘专
项行动，活动期间发布招聘信息、筛
选简历以及面试都改在线上进行。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职等你来，
就业同行”为主题，搭建统一线上平
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国家
人才网”设主会场，我省在“中国中原
人才网”设“百日千万行动”河南分会
场。网络会场上设置全省就业引导
地图，链接各省辖市公共就业人才服
务机构、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方
便用人方、求职者网上“相亲”。

为了能让岗位与人才精准“对上
眼”，网络招聘将分阶段、分行业作出
安排。将重点组织医药卫生、城市保
供、物流配送、生活服务等专场。同
时设置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城镇失
业人员和贫困劳动力等专场。

招聘会网上办，企业与人才是否
适应？“河南省的人才服务早已经搭
上了互联网快车。”省人社厅相关负
责人说，“我省连续两年举办‘招才引
智大会’，已经积累了良好的网上人
才服务经验，同时，河南省人才交流
中心的微信、微博等也已是求职群体
中的爆款IP。”该负责人表示，人才服
务就是“信息中介”，求职者聚集到哪
里，我省就把招聘会搬到哪里，相信
网络招聘会起到良好的效果。③5

走进景区
感受芳菲春意

多方帮扶
重振舌尖河南

网上招聘
岗位“职”等你来

●3 月 20 日，郑州园博园正式恢复对外开
放，营业时间为 9：00—17：00。 （本报记者 杨凌）

●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工商联，将于 3月 23
日至29日，举办第三届河南省生态环保行业人才
交流会暨线上服务周活动。 （本报记者 赵力文）

3月20日，郑州市民在商场购物。疫情防控形势持
续向好，商场人流量逐渐增大。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3月 20日，大河书局郑州经纬店开门迎宾。⑨6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

商城县金刚台镇油菜花开美如画。⑨6 李代龙 摄

3 月 20 日 ，孩子在郑州紫荆山公园赏花玩
耍。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文旅 餐饮 求职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张炜）自主定位、路径规划、
智能避障……3月 20日，在洛阳高新区北航
科技园，由洛阳履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
的一款新型智能消毒机器人开始批量生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们敏锐察觉
到公共区域疫情防控的核心与难点在于消
杀，于是就在春节居家期间，通过‘云办公’
的方式在线完成了这款新型智能消毒机器
人设计方案。”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
的团队是 2018年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来到
洛阳进行创业的，得益于洛阳完善的工业体
系与技术人才优势，这次短时间内就完成了
智能消毒机器人从立项到工业设计再到批
量生产的研发过程。

智能消毒机器人、红外测温安检门、新一
代核酸提取试剂盒……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中，洛阳多项科技产品接连问世，擦亮了

“洛阳创新”名片、贡献了洛阳科技力量。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

洛阳市聚焦“发力都市圈、提升辐射力、打造
增长极、形成新引擎”，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通过构建现代创新体系强劲转型动
力，为建设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提供强有
力的科技支撑。

“没有创新主体，科技创新就是无源之
水。”洛阳市科技局负责人介绍，洛阳市开展
创新主体、创新平台“双倍增”行动，健全完
善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着力打通
政产学研深度融合、军民企地对接转化、市
场化运作和人才成长“四个通道”，促进创新
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四链融合”，科
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奏响了高质量发展的
时代强音。截至 2019 年年底，全市创新主
体、创新平台分别增至3293家和2332个，分
别是“双倍增”行动前的2.44倍和2.41倍。

依托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洛阳市
大力开展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先行先试，强化
顶层设计，健全工作机制，优化创新生态。洛
阳国家大学科技园、洛阳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
园、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洛阳中科信息产业
研究院等一批创新主体、创新平台竞相涌现、发
展壮大。目前，洛阳自创区内省级创新龙头企业和省级重大新
型研发机构分别占全省的1/5和2/5，“龙头效应”不断凸显。

人才作为创新的源头活水，也是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近
年来，洛阳市强化科技人才支撑，建立完善“1+4”人才政策体系，
持续实施“河洛英才”“河洛工匠”“玉洛汇”计划，大力引进、培
育、凝聚人才。先后柔性引进两院院士36名，引进清华、北大等
重点高校硕士、博士232名，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团队24个。

“洛阳创新”成果加速落地、转化。据悉，2019年，洛阳市技
术合同成交额48.2亿元，同比增长31%；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
速16.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44.9%……老工业基
地洛阳，正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中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据了解，洛阳市下一步将持续深化构建现代创新体系，抓
好自创区、高新区等重大创新载体建设，继续大力开展“双倍
增”行动，不断提升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打好具有洛阳
特色的“创新驱动发展牌”，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发展、高
质量发展。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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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花海
诗与远方你渴望的

本报讯（记者 龚砚庆 张笑闻 通讯员 娄宏）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向好，经济社会正全面恢复，如何让更多企业加快复工复产
步伐？3月18日记者从开封市委组织部获悉：该市选派86名党
建专员到重点工业企业担任“首席服务官”，解决企业燃眉之急。

从开封市直机关单位抽调的这86名工作经验丰富、协调
能力强、工作资历深的县处级党员领导干部，全部按照懂党
建、懂经济、懂工业、善管理的标准挑选，“一对一”派驻到重点
企业帮扶，实现了开封城区龙头企业、双高企业、动态入库企
业、重点纾困企业等“四个50”企业全覆盖。

据了解，“首席服务官”把帮助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复工复
产、党建工作作为职能职责，按照开展调研摸底、建立企业台账、
共同探讨商议、制定帮扶方案、工作成效评估的“五步工作法”精
心服务、细心指导，帮助协调相关部门和争取各项惠企政策支持。

为保证“首席服务官”服务到位有力，该市采取随机抽查、
集中督导、明察暗访等方式，调查了解“首席服务官”们的工作
开展情况，并建立了日总结、周汇报、月通报工作机制，精准掌
握重点工业企业复产进度和实效。

截至目前，开封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757家，应
复尽复率达到100%。③4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曾倩 石雪帆

春光明媚，淅川县老城镇的万亩生态林果基地一派欣欣向
荣。3月17日，走进老城镇马沟村，漫山遍野的杏李花、桃花竞
相开放，处处生机盎然。46岁的村民石红星正在给自己的5亩多
杏李园除草，闻着风中传来的阵阵花香，石红星心里美滋滋的。

“在政府帮助下，2016年，俺种了5亩多杏李，2019年开始
挂果，卖了5000多块。进入盛果期后，亩收入可达上万元。”想
想过去的苦日子，算算以后的好收成，石红星笑得一脸灿烂。

据老城镇党委书记翟成敬介绍，该镇紧邻丹江口水库，
为了既能保水质，又能促民富，镇里逐步淘汰易对水库造成
面源污染的传统种植，转型发展杏李、软籽石榴等高效生态
林果，目前已发展杏李3万亩、软籽石榴7000亩、竹木混交林
3000亩，基本实现了生态林果全覆盖。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和核心水源区、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淅川县近年来大力发展经济林，在保护好水
质的同时，巩固脱贫成果，促进乡村振兴。县里出台经济林补
贴办法，对连片发展的软籽石榴等主导产业，每亩补贴500元；
新发展的大樱桃等水果每亩补贴300元；林下套种油牡丹等作
物每亩补贴400元；鼓励林果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如今，淅川实现了四季常绿、季季有花。全县初步建成
旅游重点村36个，乡村旅游产业园40个，农家乐和特色民宿
500多家，年接待游客 500余万人次，辐射带动 1600多贫困
户每年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实现生态与发展的双赢。③6

重点企业配上“首席服务官”

开封

桃李花开幸福来淅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