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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吕志雄

虽然新冠肺炎源头还没有查到，但其宿主

是野生动物，已是无疑的了。抗疫过程中，我

们也达成了共识，就是不食用、不猎杀野生动

物，保护生态环境。

这样的共识其实早就有了，但这次是以血

的教训加深了我们的认识。保护野生动物，并

不只是环保人士的事情，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

相关。不食野生动物，不用动物制品，没了市

场，就能从根上杜绝猎杀。远在山林的野生动

物平安，就不会将病毒传到繁华都市，我们才

能平安。可要将这种共识落到实处，知易行

难。克难，就需要我们对自己更狠一点，敢于

向自己开刀，下定决心改变有损环保的习惯，

改善生态环境。

本报 3 月 25 日报道了小秦岭恢复生态的

例子。挖金矿，挖出了金子，失去了青山，换来

了环境恶化。要治理，关停金矿，矿主开始是

软磨硬抗，要他们修复生态更是难办，小秦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硬起手腕，依法办事，硬是

将环保推行了下去。这个过程中，为了找到一

个坑口承包人，工作人员一天一夜跑了上千公

里；在石头堆里种树，得从山下运土，车不通，

就肩扛手提；防风吹、怕雨冲，就用可降解无纺

布固土保墒，剪无纺布的工作人员虎口磨出了

茧子、手指磨起了血泡……付出的并不只是这

些艰辛，还有经济上的，GDP 暂时下降了，当

地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这样做，值不值得呢？值！看本报记者的

描述：“沟里格外宁静，偶尔听到鸟鸣声和溪流

声。”“河水唱着欢快的歌谣从这里直奔黄河，溪

流淙淙，水质清透。”护林员说“原先这里人多车

多，哪儿能听到水声和鸟鸣？现在，人走了，水

清了，这水可以媲美矿泉水！”“2019年 2月 6日，

保护区内架设的红外相机，首次拍摄到了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林麝在林间觅食的画

面。”这是怎样祥和宜人的景象，有这一份祥和

宜人，远在城里的人才能祥和地生活。

不说别的，那原来如水泥浆如今媲美矿泉

水的河水都流入黄河，而黄河是沿岸城市重要

的水源。经历了压力之后，经济发展也转型升

级了，小秦岭山脚下的灵宝市故县镇河西村，

过去沾了开采金矿的“光”，被誉为“黄金村”，

可因为污染，不少群众生了病。如今，河西村

逐步走出新的发展路子，开发汉山风景区、建

设民俗街，发展特色农业，吃、住、玩、乐一条龙

的文化游越来越红火。保护生态并不是不要发

展，而是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发展。

要有收获，就得付出。保护环境，人人有

责，就得对自己下手狠一点。当下，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正在实施，

这是加强环保的机遇，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机

遇。融入其中，抓住机遇，对于很多企业来说，

就要把环保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该搬迁的搬迁，

该加强污染治理的要舍得花钱治理。对于政府

部门来说，要硬起手腕，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保证生态不再受破坏，还要尽力修复破坏的

生态。咱们群众要管住嘴，坚决不吃野生动物，

让猎杀者没有市场，还要不怕麻烦，坚持执行不

乱扔乱倒垃圾的环保措施，让黄河边上雁群安

然栖落、鸥鹭自在鸣叫、锦鳞欢快跳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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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就该对自己“狠”一点

花都开了，开学还会远吗？

“抢镜”事件的重点是啥？

众议

□夏远望

堂食恢复、动物园开放，博物馆也开始正常营业

了。随着全省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好转，学校何时开学

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尤其初三、高三学生及家

长，面临升学大考压力，迫切期待早日恢复正常教学。

啥时候开学，政府部门必然会统筹考虑，我们也

可以先看看其他各省情况：目前全国已有陕西、内蒙

古、江苏、江西等十多个省（区）确定开学日期，多数时

间集中在 3 月 30 日或 4 月 7 日，毕业班先返校，其他学

段年级随后跟进。

这些省（区），受疫情影响相对较轻，大多在本地

新增确诊病例 20天以上零增长基础上，才公布开学通

知。从通知公布到正式开学，至少间隔一个星期，也

就是说，基本可以保证 28天零增长。结合河南疫情实

际变化，不难推算出我省中小学开学大致时间。

关键在于“零增长”如何解读。输入性确诊病例

在不在计算范围内？再看几个例子：3 月 16 日，陕西

通报一起输入性病例，次日，陕西省教育厅公布，3月30

日，全省高三年级开学；3月 21日，江苏新增境外输入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2例，当晚，江苏省教育厅确定，初三、高

三年级 3月 30日开学，其他学段年级做好 4月 7日开学

准备；云南在公布开学时间后不久，昆明新增1例输入性

确诊病例，云南省教育厅回应，开学时间不变。

各地操作都表明，输入性病例会延迟开学时间的

担忧大可不必。现在，境外乘客无论是否确诊、有否

疑似，一下飞机一律隔离处理，根本无机会接触外界

人员。从理想状态来说，这样的处理方式绝对安全，

不会导致当地疫情增加，也就是说，对学校全面复课

时间不会产生影响。基于此，28 天零增长，应该将严

控范围内的个别输入性病例排除在外。

疫情正在全球蔓延，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

区，目前尚未有效控制疫情。除非完全关闭口岸，未

来一段时间内，出现几例输入性病例，是很难避免的，

但我们有闭环式管理。倘若因此就影响决策判断，那

也太低估了执政者的智慧与魄力。

开学时间过早，出现风险谁也担当不起；时间过

晚，也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高三考生尚有一定自

制力，很多初三学生自制力偏弱，网上授课时间，躲在

房间玩游戏，还说家长站在一旁影响学习，有考生家长

为了监督孩子上网课，连孩子卧室的门都拆了。孩子

不能上学，家长又要上班，种种困难可想而知。教育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疫情得到基本控制、绝大多数同意现

在开学是安全的、必要的防控物资和条件到位，满足以

上三个条件，就可以决定开学时间。近日，我省多地为

开学做准备，发布复课方案，进行复课模拟演练。春天

已经来了，新的学期还会远吗？现在看，时机越来越成

熟了，请大家少安毋躁，静候佳音。7

近日，河北唐山开滦医院一张“与援鄂勇士合

影领导集体抢镜”的照片引发关注。图片显示，8

名身着红色护理服的医护人员站在台阶上第二

排，位于领导们的身后，领导成了“主角”，医护人

员成了“配角”。（见3月25日《北京青年报》）
对此，“唐山发布”曾发文称，因该院 8 名支援

湖北医护人员处于隔离期，按规定近距离接触时

应保持安全距离，所以拍照时医护人员只能站在

台阶上面，非隔离人员站在台阶最下面。然而此

番辟谣马上就被又一波证据推翻。据媒体报道，3

月 18 日，有网友发布了唐山首批援鄂医疗队“凯

旋”的照片，照片可见，医护人员曾走下台阶与相

关人员近距离接触合影。《新华每日电讯》就发文

评论称，公然以拙劣的“撒谎式回应”应对舆论质

疑，比“领导合影抢镜”更不妥。

按照隔离规定和规矩办事，保持距离，自然应

该，但此前医护人员也曾走下台阶与相关人员近距

离接触合影。安不安全，不能采取双重标准。当然，

“抢镜”事件的关注点，并不在此，官本位思想才是众

矢之的，照片里的领导虽然可能并非有意为之，但也

不能说做得尽善尽美。如果领导们分开两侧站立甚

至蹲下以凸显医护英雄的“C位”，收到的反馈肯定

是另一种声音。

如今疫情还没有结束，一切都应让位于防疫

这个重点，有问题就解决，没有问题就解释清楚，

官民一心早日战胜疫情比啥都重要。2（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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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原本只在特定场合下出现的“预

约”，强势占领了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买口

罩要预约、下馆子要预约、理发要预约、扫墓要预

约、连赏个樱花也要预约……（见3月25日《扬子
晚报》）

“预约制”早已算不上创新概念，在就诊挂

号、景区门票等特定服务领域，早已实行多年。

而疫情造成日常生活和公共服务暂时性“停摆”

后，预约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催化，景区不再人

挤人，看病不用等太久，高速公路不再蜗牛爬行，

图书馆不再站着阅读……这些看得见的“甜头”，

正是“约”声响起来的美妙。

因为预约，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有计划，

越来越能够克服盲动，出行和办事也越来越有效

率。预约制有效统筹和调节了公共服务资源，进

而优化了公共秩序，不失为一种城市管理智慧。

“约”产生于公民与城市服务之间，既是一种

约定，也是一种契约。特别是，预约制推动服务

部门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手段构建智

慧体系，提高城市服务能力和水平，实现公共服

务精准化和人性化，无疑促进了城市管理的提质

增效。7 （范军）

预约制是一种管理智慧

为全面落实人才发展规划，吸引高层次人才到栾川工
作，经研究决定，面向社会公开引进一批高层次学历人
才。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引进范围
全日制普通高校硕士及以上学历研究生（含 2020年

应届毕业生）；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海外留学研
究生（须取得国内全日制本科学历）。

二、引进计划
根据我县高层次人才队伍专业结构建设需求和用人

单位需求实际，拟引进 100名高层次人才，详见《2020年
栾川县引进高层次学历人才计划表》。

三、资格条件
（一）具有下列资格条件人员可以报名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可靠，遵纪守法，品行

端正，有志于从事企事业单位工作，并服从组织安排;
3.年龄在 35周岁以下，其中栾川县干部教育中心专

职教师年龄放宽至40周岁以下（时间计算统一截止2020
年 4月 30日）；

4.2020年 7月 31日前，须取得相应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5.所学专业、学历、技能、身体及相关条件与引进职位
要求相符（详见计划表中各类别具体条件要求）。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名
1.栾川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在岗工作人员;
2.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3.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有关机关审查尚未作出结

论的；
4.受处分期间或者未满影响期限的；
5.曾在公务员考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中被认定

有舞弊等严重违反招聘纪律行为的；
6.曾被开除公职或学籍的;
7.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8.引进后即构成回避关系的；
9.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适宜报考的。
四、引进程序
本次引进高层次学历人才工作在中共栾川县委的领

导下，由栾川县引进高层次学历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实
施。引进工作分为报名、资格审查、面试、体检、考察、公
示、录用等程序。

（一）报名
本次招录工作只接受网上报名，不接受现场报名。
报名时间：公告发布之日开始至2020年 4月 30日下

午 6时(以接收邮件的显示时间为准)。报名方式及要求：
登录中国栾川网（www.luanchuan.gov.cn）下载《栾川
县2020年引进高层次学历人才报名表》，按要求填写后与
相关证明材料一起发送至邮箱（lcyjs2020@163.com）。

报名人员发送报名邮件后，未收到自动回复提示的，
请及时联系。

（二）资格审查(与报名同步审查)
报名人员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本人报名邮箱，查询资格

审查结果。资格审查贯穿引进工作始终，凡发现不符合规
定资格条件以及弄虚作假、提供不实资料的，即取消其报
名、录用资格。

（三）面试(2020年 5月 9日至5月31日)
本次招录工作不再进行笔试，直接进入面试（博士研

究生可免试）。
1.报考县干部教育中心人员面试时间：2020年 5月 9

日至 5月 10日，由县委组织部人才管理办公室统一组织，
面试将根据专职教师岗位需求和工作需要，采取试讲形
式，考生备课 30分钟后，讲一节微型课（20分钟以内）。
满分为100分，成绩须达到75分，否则不得进入体检。

2.报考县直部门事业单位人员面试时间：2020年 5月
16日至 5月 17日，由县委组织部人才管理办公室统一组
织，采取结构化面试的方式进行，面试成绩须达到 75分，
否则不得进入体检。

3.报考县中等职业学校人员面试时间：2020年 5月
23日至 5月 24日，由县委组织部人才管理办公室统一组
织，面试采用试讲形式。

4.报考医院人员面试时间：2020年 5月 30日至 5月
31日，由县委组织部人才管理办公室统一组织。

5.报考企业人员由企业组织面试，时间另行确定。
（四）体检。按计划引进人数1∶1.2(最后一名成绩并列

者一并进入)比例确定体检人员，体检标准按照现行的《公务
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执行。体检为递补政策的最后环节,
体检合格人员须签订《个人承诺书》,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五）考察。考察采取审查档案、走访座谈、函调等方
式进行。考察通过人员须签订《引进人才协议书》。

（六）公示。拟录用人员在中国栾川网公示，公示期7
个工作日。

（七）录用。经公示无异议后，栾川县引进高层次学历
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提请县委常委会研究确定人选，由县委
编办、人事、财政等部门负责办理引进相关手续。

五、相关待遇
（一）编制待遇。县直部门事业单位、县干部教育中

心、县中等职业学校引进研究生使用财政全供事业编
制，符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可优先
提拔重用；医院引进研究生使用差额补贴事业编制；企
业引进研究生由企业确定其各项待遇。

（二）岗位职级待遇。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正式聘
用。聘用为管理岗位的，博士研究生确定为七级职员，硕
士研究生确定为八级职员；聘用为专业技术岗位的，依据
岗位设置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工资及生活待遇。县直部门事业单位、县中等职
业学校引进研究生试用期满后工资居洛阳市县级前列，服
务期内生活补贴 300元/月、租房补贴 300元/月；县干部
教育中心引进专职教师薪酬采取工资+绩效奖励模式，试
用期满后工资居洛阳市同类型岗位前列，服务期内生活补
贴 300元/月，并免费提供人才公寓一套；医院、企业引进
研究生工资由工作单位核定发放，服务期内生活补贴300
元/月、租房补贴300元/月。

（四）子女就学。可在县内自由择校就读。
（五）保险政策。及时为引进人才办理或接转社会保

险和住房公积金。
（六）医疗休假。用人单位每年为引进研究生组织一

次健康体检，严格落实休假制度和免费游县内景区政策。
六、管理措施
引进人员在本县最低服务年限为 5 年（含试用期 1

年），服务期从引进之日起计算，服务期内不得调出本县，
否则视为单方解约，不予办理人事档案转移等相关手续。

七、信息发布
中国栾川网：（www.luanchuan.gov.cn)、栾川党建

网：（www.djlc.gov.cn）为本次引进高层次学历人才工作
的指定信息平台，请报名人员密切关注，并保持通信工具
畅通。

咨询电话：0379-66831903
本《公告》未尽事宜，由栾川县引进高层次学历人才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栾川县引进高层次学历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2020年3月26日

2020年栾川县引进高层次学历人才计划表（100人）

类别

县直
部门
事业
单位
(共 26
人)

学校
（共5
人）

医院
（共
27
人）

企业
（共
42
人）

用人单位

县直部门

栾川县干部
教育中心

栾川县中等
职业学校

栾川县人民
医院

栾川县中医
院

栾川县妇幼
保健院

洛阳栾川钼
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栾川龙宇钼
业有限公司

引进
人数
（人）

20

6

5

12

10

5

30

12

专业要求及
人数分配（人）

01哲学

02经济学

03法学

05文学

07理学

08工学

09农学

12管理学

01哲学

02经济学

03法学

12管理学

09农学

04教育学

10医学

10医学

10医学

08工学

08工学

05文学

1

2

3

3

2

5

2

2

1

1

2

2

2

1

2

12

10

3

2

采矿工程（081901）5人；矿物加工工程（081902）8人；矿业
工程（081900）3人；有色金属冶金（080603）4人；电气工程
（080800）3人；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080802）3人；机械制
造及其自动化（080201）2人；环境科学（083001）1人；环境
工程（083002）1人。

地质工程（081803）3人；采矿工程（081901）3人；
矿物加工工程（081902）2人；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080201）
2人；安全科学与工程（083700）1人。

汉语言文字学（050103）1人。

具体条件

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逻辑学、科学技术
哲学等相关专业

金融学、财政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应用经济
学、国民经济学、统计学、审计等相关专业

法学、法律、社会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民商法学、诉
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马克思主义
理论等相关专业

汉语言文字学、新闻学、传播学等相关专业

环境科学与工程、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等相关专业

城市规划、城乡规划学、生物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
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应用技术、建筑学、结构工
程、土木工程、矿业工程、电子商务、农业工程、环境工
程、辐射防护及环境保护等相关专业

农业资源与环境、林学、林业、园艺学、风景园林规划
设计、环境科学与工程等相关专业

行政管理、企业管理、旅游管理、工商管理、公共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会计等相关专业

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等相
关专业

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应用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相关专业

政治学、社会学、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
主义发展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相关专业

工商管理、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等相关专业

作物学、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作物遗传育种、园艺
学、果树学、蔬菜学、茶学、植物保护、林学、水土保持
与荒漠化防治、农业、风景园林学等相关专业

学科教学（语文）045103

学科教学（数学）045104

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康复医学与理疗
学、针灸推拿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放射医学、耳鼻咽
喉科学、眼科学、急诊医学等相关专业

中医内科学、针灸推拿学、中医儿科学、中医外科学、
中医骨伤科学、中医妇科学等相关专业

儿科学100202

妇产科学100211

备注

1.试用期满后工资居洛阳市县级前列；
2.服务期内生活补贴300元/月、租房补
贴300元/月。

联系人：余先生
0379-66831903

1.试用期满后工资居洛阳市同类型岗位
前列；
2.服务期内生活补贴300元/月；
3.服务期内提供人才公寓一套。

联系人：余先生
0379-66831903

教师资格证不作
要求，但入职后两
年内必须取得

须具备相应专业
教师资格证

联系人：王科长
0379-66810665

联系人：陈主任
0379-66822301

联系人：卫科长
0379-66822336

1.年薪：8万元-12万元；
2.限 2020年应届毕业生；
3.服务期内生活补贴300元/月、租房补
贴300元/月
联系人：崔科长0379-68658052

1.年薪：7万元-12万元；
2.安家费：“双一流”或“211工程”院校应
届毕业研究生，安家费4万元；
3.服务期内生活补贴300元/月、租房补
贴300元/月。
联系人：李经理 0379-66809877

1.第一学历为二本
及以上学历；
2.本硕专业要统一；
3.服务期内生活补
贴300元/月、租房
补贴300元/月。
联系人：汤主任
0379-66824140

服务期内生活补贴
300元/月、租房补
贴300元/月

2020年栾川县引进高层次学历人才公告

□贾浏晖 赵聚良 张冠珠

在促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关键时刻，洛阳市西工区税务局积极
落实首席税务服务官制度，通过税收
征管大数据精心选取防疫物资、民生
保障、外资外贸、重点税源等 4 大类
52户企业，安排业务骨干作为首席税
务服务官进行“一对一”直接对接服
务，及时掌握个性情况，迅速响应涉税
诉求，帮助解决税收政策辅导、支持复
工复产、申报缴纳税款、安全顺畅办税
等实际问题，企业有了专属“税务顾
问”，复工复产更有底气。

隔空问诊 解决办税难题

中石化洛阳分公司加油站承担着
防疫用油保障任务。疫情期间，33个

加油站点集中出现了税控盘使用问题，
影响正常开票。西工区税务局局长郭
本州作为该重点税源企业的首席税务
服务官，了解到企业的紧急诉求后，要
求纳税服务部门迅速组织力量解决，该
局纳税服务负责人王玉东第一时间联
系企业，针对每个加油站点的个性化问
题，视频隔空问诊，分析故障成因，通过
手机视频会议形式，讨论最佳解决方
案，当天就把问题处理完毕，保障了加
油站的正常运行。3月 5日，在了解到
中石化洛阳分公司急需增值税普通卷
式一联发票的诉求后，郭本州作为首席
税务服务官，带领相关人员来到中石化

洛阳分公司的加油站点，为企业“送票
上门”，并实地了解疫情期间企业经营
情况，询问涉税业务疑难问题。

送票上门 为企业纾困解难

3 月 10 日下午，该局副局长郭艳
作为国网洛阳供电公司首席税务服务
官，了解到企业为保障社会各行各业顺
利复工复产，发票用量急剧增加的情
况，立即安排工作人员，通过电子税务
局为企业一次性发售 3个月用量共计
22000份专普票。考虑到企业需要的
发票重量约达 80千克，邮寄费用较高
的情况后，3月 11日上午，她带领相关

人员主动“送票上门”，将22000份专普
票顺利送到了国网洛阳供电公司财务人
员手中，帮助企业解决了实际困难。

作为“点对点”税务服务官，该局
征管股股长张伶子承担着企业申报的
任务，她时刻关注企业申报进度，主动
协调解决申报过程中每户纳税人的困
难和需求。洛阳城燃新能源热力有限
公司在疫情期间，生产经营受到了严
重影响，无法及时缴纳税款，在了解到
企业的实际困难后，她帮助企业申请
延期缴纳税款 22万元，为企业提供了
缓冲空间。据了解，西工区税务局2月
份共为 5户企业办理了延期申报，为

10 户企业办理延期缴纳税款共计
149.73万元，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落实政策 助力复工复产

为助力抗击疫情，洛阳哈他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向抗疫一线捐赠 100万
元的防控物资。得知企业的大爱善
举，西工区税务局金谷园分局局长张
江河作为该企业的首席税务服务官，
第一时间与企业手机连线送去税收政
策。她针对企业的具体情况，将国家
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有关捐赠税收政策进行了详细的辅导
和讲解。根据相关政策初步估算，企

业如符合政策要求可税前扣除 100万
元，如按照25%的所得税率，预计可节
省税款25万元。

“您好，我是您的首席税务服务官
胡斌，咱们企业复工了吗？我们了解到
咱们企业的出口业务较多，如涉及出口
退税，提醒您要及时申报，相关问题可
以随时联系我。”电话那头的白马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经营出口纺织产
品的企业。受疫情影响，企业正面临着
去年外销订单交单逾期的风险，加之节
前应收账款回笼较慢、内销订单无法执
行，企业的资金压力越来越大。特事特
办，急事急办，经过首席税务服务官胡
斌的“一对一”指导，仅两天时间就完成
了申报、接收、审核、退税的全部流程，
213万元退税款如同一场及时雨顺利
到达企业账户，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洛阳市西工区企业有了专属“税务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