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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打造增长极 提高辐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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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一心 加油干

□本报记者 史晓琪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拿到了富冶集团
等 4家单位的 offer，接下来还准备再联系
几家单位，最终结合自己的兴趣、专业、前
途作出选择。”3 月 24 日，河南农业大学
2016级机制一班俞云霄同学表示，线上招
聘还是挺方便高效的，节约了不少时间和
经济成本。

打开电脑，登录招聘网站，筛选比较理
想的岗位并投递简历，收到回复后约定时
间进行视频面试……俞云霄这些天的生活
常态，也是高校毕业生求职状态的缩影。

当前正值 2020届高校毕业生求职关
键时期，为将新冠肺炎疫情对毕业生就业
的影响降到最小，减轻毕业生就业压力，我

省各高校出台多项措施，为毕业生就业保
驾护航，确保“就业服务不打烊，网上招聘
不停歇”。

河南农业大学“春风行动”精准助力毕
业生就业。织好“一张网”，开展“春风在
线”网上招聘行动，将高密度高质量的就业
信息推送覆盖全体毕业生；服务“一站式”，
实施“春风桃李”就业服务行动，为毕业生
提供线上就业咨询及职业规划服务，针对
毕业生的报到证、政审函、三方协议书、就
业推荐表等就业服务工作做到“不见面”

“马上办”；温暖“一片心”，实施“春风送暖”
困难帮扶行动，为湖北籍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发放临时补助。

洛阳师范学院发出公开信，明确学校
官网、微信公众号、各学院毕业生群为信息
发布的主渠道，并安排专人关注国家、省就
业平台，及时向毕业生转发就业政策和就
业信息，举行网络招聘的同时，还主动与洛
阳市人社局对接，联合驻洛高校为学生开
通提供就业指导直播平台。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通过开展线上

就业招聘、线上就业手续办理、线上就业指
导、线上基层就业服务等在内的云端就业
服务，把就业服务做到学生心坎里。

河南城建学院切实关爱在校创业学生，
充分利用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和中
国高校众创空间联盟合作开展“在线双创行
动”“停课不停创”，实现创新创业工作数字化
升级和教育资源共享，进行线上帮扶。

疫情下的就业季，我省高校全力以赴、
多种举措助力更多学生足不出户顺利就业。

“高校就业工作人员一家家联系企业、
企业招聘人员一家家联系高校、学生一场
场挤招聘会，未来，这种传统的招聘方式将
不再是主流，更便捷更高效的云招聘将更
受青睐。”采访中，多位高校就业工作人员
表示。③9

高校开启“空中就业季”

新故事“云数智”
抗疫下的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李瑞）在全
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的基础上，洛阳市探
索河湖治理新模式，建立“河长+检察长+警
长”联动工作机制，共同呵护黄河流域生态，
着力实现“水清、岸绿、路畅、惠民、共享”的
目标。

记者3月24日从洛阳市政府获悉，洛阳市
近日出台《关于建立“河长+检察长+警长”联动
工作机制服务河湖管理保护工作的实施意
见》，明确要求充分发挥河长办、检察机关、公
安机关职能，实现行政执法、刑事司法、检察监
督有机衔接，严厉打击各类涉水违法行为。

“黄河问题‘表象在黄河，根子在流域’。”
洛阳市水利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洛阳是黄河
流域重要节点城市，伊河、洛河、瀍河、涧河四
河穿城而过。2017年起，洛阳市实施“四河
同治、三渠联动”，统筹推进截污治污、引水补
源、河道治理、游园湿地、路网建设、沿河棚改
等重点工作，推动河长制落地见效。去年全
市各级河长通过巡河调研共解决各类问题2
万余个，特别是督促解决了一批涉河“四乱”
突出问题，维持了良好的河流环境和管理秩
序。去年，伊洛河入选全国首批17个示范河
湖建设名单。

据悉，今年洛阳市按照分级管理、逐级负
责的原则，设立“河长+检察长+警长”组织体
系。对应黄河、洛河、伊河、涧河、瀍河等市级
河长，设立相应的河道检察长、河道警长。各
县（市）区参照市级设立河道检察长和河道警
长。河道警长设立延伸至乡、村，并建立日常
巡查报告制度、联动协作配合制度、联席会议
制度和警示教育制度，做到守河有责、守河担
责、守河尽责。

此外，洛阳市还积极构建“党政河长+司
法河长+社会河长”管理体系，共设立民间河
长256名、企业河长134名，因地制宜组建一
批志愿者服务队，形成了全民参与、社会共治
的河流保护格局。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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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春暖花开复产
忙，开足马力乘势上。在郑州东南部，位于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上汽乘用车郑州基
地里一派繁忙景象，冲压、焊装、涂装、总装，
在自动化、智能化流水线上，一台台精致崭
新的汽车陆续“下线”。

3月 24日，记者从郑州经开区管委会了
解到，目前，上汽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复工达
到100%，3天前随着一辆上汽名爵NEW ZS
的揭幕，郑州基地迎来了第 50万辆整车下
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上汽乘用车郑州基地积极响应国
家复工复产号召，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帮助
下，攻克了人员到岗、宿舍隔离、分供方管控
等难关，于2月 21日率先复产海外车印度分
总成的生产，2月 25日全面复产，一周后实
现单班满负荷生产，3月 22日开始双班满负
荷生产。

郑州基地是上汽乘用车继上海临港与南
京浦口之后的第三个整车生产基地。目前，
荣威、名爵在郑州布局的产能，占据了上汽自
主品牌半壁江山。作为上汽智能化制造体系
中的重要一环，郑州基地秉承上汽“精益化、
标准化、柔性化、模块化，高质量标准体系”的

“四化一高”生产制造体系，将信息技术与智
能装备融合，通过“制造+物联网”的创新模式
打造全球领先的“数字化工厂”，为郑州建设
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汽车及零部件制造
基地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去年，郑州基地生产整车27.6万辆。今
年受疫情波及，第一季度的生产受到一定程
度的影响，但复工后公司迅速按下‘加速键’，
全力朝着今年的生产目标进发。”上汽乘用车
郑州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如是表示。③9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一元狂欢购物
节——周周见”全省线上促销活动、“畅通一
公里、联通一百米”下沉社区活动、“农特产
品、第一书记带货”及全省“品牌消费月”……
未来 100天，省市两级商务部门将着力推动
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商超促销、电商带动、
餐饮转型、汽车消费、农产品上行等。

3月 24日，河南省商务厅举办“春满中
原”促消费惠民利民百日行动启动仪式，并
公布了促进全省消费的一揽子行动计划。

据了解，此次百日行动，以“提振消费、
创业帮扶、以E抗疫”为主题，利用 100天左
右的时间，在省级层面密集推出15场惠民利
民活动，示范带动各地开展促消费。省内多
个市县也将结合本地资源优势，为“促消费”
搭台唱戏，向消费者抛出了各种礼包。

如濮阳市推出“水秀 3·15权益套餐”活
动，对《水秀》剧目演出和水秀宴餐饮套餐让
利促销，综合折扣率 84%；驻马店市印发了
推动步行街改造提升工作方案，持续推进步
行街改造；开封市积极打造商旅文体会联动
的商业步行街，建设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
体的商业、观光、旅游特色街区；兰考县通过
网上直播活动销售胡萝卜、鹿邑县组织大型
电商企业开展苹果网上销售、上蔡县通过驻
村第一书记代言网上销售黄姜，有效推进农
产品销售。

全省 17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都将积
极参加“一元狂欢购物节——周周见”。目
前，全省大型商超参与81家，优惠直接涉及品
牌1500余个，覆盖4000余家门店。③4

本报讯（记者 曾鸣 通讯员 祖士保）3月24
日，记者从河南黄河河务局获悉，黄河下游防洪
工程（河南段）的12个在建标段已全面复工。

近日，河南黄河河务局召开疫情防控期间在
建工程复工专题会议，对在建工程逐项梳理，综
合疫情形势、工程特点、气候条件等因素，成立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工作目标清单。
印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工程复工应急预
案、工程复工管理实施细则，督促各标段加快工
程复工，健全疫情防控责任体系。随后，黄河下
游防洪工程（河南段）12处在建标段在完成疫情
防控措施到位、复工人员底数摸清、生产物资齐
全、防护物资储备充足等条件下，向审批部门提
交了复工申请材料、疫情防控方案等相关信息。

重大水利工程是水利基础设施网络的骨
干。在坚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河南
黄河河务局将推动重大水利工程复工作为当
前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黄河下游防洪工程
（河南段）树木种植及管护、路肩硬化等任务全
面铺开，各项工程有序进行，以推动重要节点
任务按期完成，确保黄河安澜。③6

黄河下游防洪工程
（河南段）全面复工

防洪

本报讯（记者 杨凌 通讯员 杨宇 李萍）
3月 22日，记者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获悉，随着一系列有力的监督服务措施的落
实，航空港实验区综保区内企业、在建项目目
前已全部复工。

据悉，为确保企业复工复产后安全平稳运
行，航空港实验区综保区相关部门全员上岗，
组成企业服务专班，深入各企业复工一线，提
供一对一精确指导和贴心服务，既做好抗疫

“监督员”，也当好企业的“后勤员”。截至目
前，已为唯品会、菜鸟、易通等跨境电商企业协
调解决用工800多人；为区内其他企业解决供
餐3000余份，解决一次性医用口罩7500只。

当前，航空港实验区综保区内企业生产正
由“复工复产”转向“增量扩产”。截至 3月 19
日，区内跨境电商企业今年已累计申报进出口
单量 1237.07万单、货值 15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65.4％、99.7％。③6

复工提效率 消费渐回暖

上汽乘用车郑州基地

整车产量破50万辆

航空港实验区综保区内企业

“复工复产”转向
“增量扩产”

（上接第一版）每人每月镇里补助 100元；加工厂每吸纳一名
贫困人员务工，镇里每月奖励 50元。目前，全镇已复工加工
企业37家，占比83%，1100多人实现家门口就业。

产业园区也是农民的就业增收地之一。在文峰乡大汉李
村华宝百菌园里，附近村的五六十名农民每天都来采摘香
菇。“公司2月 13日就复工了。”华宝百菌园负责人尚中伟说，
园区主要采取返租、承包经营、“返租+务工”和单纯务工4种
模式带贫，仅务工一项，村民每天收入就有50至 70元。

为进一步激发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舞阳县近期专门出
台《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务工奖补实施办法》《扶持特色扶贫
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对县内外稳定转移就业或参与产业发展
的贫困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扶贫产业园区进行奖补。例
如，对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按年务工收入的 5％、最高 1500
元给予务工奖补；贫困户新建或租赁蔬菜大棚的，给予每座大
棚1000元或500元补助；发展露地蔬菜瓜果、优质花生的，每
亩分别给予300元、200元补助；扶贫产业园区新流转连片土
地建大棚的，每亩奖补300元。

目前，舞阳县 16个扶贫创业就业基地、5个扶贫车间、6
个扶贫产业园区已于 3月初全部复工复产；全县建档立卡系
统中疫情发生前务工人员13703人，已复工13374人，复工率
97.6%。

“脱贫摘帽后，我们坚持减贫防贫两手抓，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前提下，努力做大群众就业增收的‘蓄水池’，提升脱
贫攻坚质量。”漯河市委常委、舞阳县委书记李亦博说，除优
先保障扶贫车间和园区复工外，今年县里还计划新建和提
升 12个扶贫产业园区，全部建成后将带动 7000多户贫困户
年均增收 2000 元以上；全县 67 个重点扶贫项目也已开工
64个。③8

舞阳坚持“双优先”
稳就业防返贫

洛阳市探索河湖治理新模

式，建立“河长+检察长+警长”联

动工作机制，共同呵护黄河流域

生态，着力实现“水清、岸绿、路

畅、惠民、共享”的目标。

3月 23日，新乡宝泉景区百万株郁金香迎春盛开，游客在花海中
徜徉。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3月21日，游客在汝阳县三屯镇丁沟村赏花踏青。⑨6 康红军 摄

河南“百日消费大促”揭幕

多重优惠礼包
激活“买买买”

消费

制造

电商

3月24日，市民们在郑州某商场逛街购物。随着疫情的好转，商场超市购物人数逐渐增多。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3月24日，顾客在郑州某商场内挑选物品。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讯（记者 龚砚庆 张笑闻）人间最美四月天，挥去春
寒近清明。3月 24日，记者从开封市政府获悉，为期 10天的
2020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将以网络形式，乘着春风，于 4
月1日与大众相约。

以“传承文明、拥抱春天”为主题，此次清明文化节在举国
上下抗击疫情的大背景下，以大数据“云”来承载，以网上节会
的形式进行“云”传播、“云”呈现，办出“网络中国节”。

届时，节会将推出清明文化节系列节目和线上系列文化
活动，游客可在“云”上祭奠先烈，为先人们献上鲜花、点亮蜡
烛、留下感言，也可通过网络互动，领略《清明上河图》《东京梦
华录》等传世佳作。同时，节会主办方以“云”上“云”下融合方
式，推出“最美宋装照 穿越清明”“开封四月最清明 全民读诗
喊红包”“宋代清明茶叶盛世”等网络系列活动，更有“国际灯
展 赏灯清明”“大宋花朝节”等线下活动让游客们一览汴梁大
宋文化之魅力。全市 18家A级景区将向全国医务工作者实
行全年免门票参观。

作为开封响当当的文化名片和文化品牌，此次开封清明
文化节以线上+线下签约形式，征集拟签约项目 66个，总投
资425.45亿元。这些项目的签约也将通过网络进行呈现。

汴水花开时，美景日日新。4月，让我们相约开封，相约
清明文化节。③9

2020开封清明文化节
“云”上有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