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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同增

还记得郝莺歌吗？那个毅然
退掉回河南的车票，选择留在武汉
直面病毒的新乡女大学生。4月
13日，她和同学桂云飞、李鋆、孙于
洁，在武汉视频连线新乡医学院三
全学院，集体“隔空”火线入党，收到
了他们最想要的“实习鉴定”。

记者在三全学院视频会议室
现场看到，虽然参加人员不多、仪
式相对简约，但当大家举起右手庄
严宣誓时，一种庄重肃穆的气氛油
然而生。

郝莺歌等 4名同学，是三全学
院德馨书院的大四学生，2019年
6 月开始在武汉华大医学检验所
有限公司实习。1 月 22 日，他们
一致决定，退掉当天返回河南的
车票，回到实验室继续手头的病
毒核酸提取、检验及医疗废弃物
处理工作。

“留在武汉战‘疫’一线，时时
刻刻都能感受到党的伟大和光
荣。”郝莺歌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看到身边的党员老师奋不顾身、
冲锋在前，看到在党的领导下疫

情迅速得到控制，他们对党的认
识不断加深，内心充满了对组织
的向往。

2月中旬，郝莺歌等人先后向
三全学院德馨书院党总支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

华大检验所党委副书记徐勤
庆说，80多天来，郝莺歌等同学不
畏病毒、坚守岗位，体现了新时代
大学生优良的精神风貌。华大检
验所党委对 4名大学生的表现高
度肯定，同意推荐他们加入中国共
产党。

4 名同学的入党申请书和战
“疫”事迹，引起了三全学院党委的
高度重视。经德馨书院党总支和
三全学院党委专题会议研究，不久
前又经中共新乡医学院党委、河南
省委高校工委批准，同意吸收 4名
同学为中共预备党员。

武汉“解封”后，郝莺歌等人没
有返回河南，而是继续留在武汉。
郝莺歌说，实验室有不少收尾工
作，每天还要进行大量病毒样本筛
查，接下来他们要通过实际行动展
示共产党员和新时代大学生的责
任与担当。③9

本报讯（记者 曹萍）4 月 13
日，我省最后 6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共 357名队员结束医学隔离观察，
终于可以和家人幸福相拥。至此，
我省 15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 1281
名队员已全部解除医学隔离，与家
人团聚。

当天解除医学隔离的医疗队是
我省支援湖北第二批、第七批、第九
批、第十一批、第十四批、第十五批医
疗队，包括医疗救治队伍、疾控队伍
和心理医师队伍。这批队员于3月
30日从武汉返回郑州，在郑州、新乡、
平顶山等地进行了为期14天的集中
医学隔离观察，全部队员安然无恙。

郑州市河南金城培训中心，我
省支援湖北第二批、第七批、第十五
批部分队员在这里进行医学隔离观
察。早上不到 8点，队员们就收拾
行李做好了准备。“终于要真正回家
了，早早就醒了。”我省支援湖北第
二批医疗队队员师延刚兴奋地说。
从 2月 2日奔赴武汉到现在，这批
队员离家已整整70天。

在现场，很多队员的同事和家
属来迎接他们，鲜花与笑脸相映，喜
悦与幸福充溢心间。

人群中还有几位从武汉返回的
“新闻战士”，来自河南日报

的记者刘晓波就是其中之一。他抱
着沉甸甸的水果“花束”，在阳光下
笑得那么灿烂。他跟随我省第二批
支援湖北医疗队前往武汉，用手中
的笔和医疗队队员一起奋战，穿梭
于“方舱医院”、医疗队驻地，采写了
一篇篇生动鲜活的报道，让读者看
到了河南白衣战士的无畏和英勇。

从冬到春，跨越长江与黄河，河
南白衣战士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完
成了抗击疫情的艰巨使命，展现了
黄河儿女的刚健风骨。如今，他们
回归工作、回归生活，将继续在自己
平凡的岗位上救死扶伤。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
身而出的凡人，他们的凡人壮举将
永远被铭记。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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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作需要，经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党委研究同意，面向全

国市场化选聘企业高级经营管理者（中层副职管理人员）20

名。现公告如下：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市场化选聘高级经营管理者公告

★选聘职位

选聘职位：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市
场营销、法律咨询、金融、资本、财务管
理等业务高级经营管理者（中层副职
管理人员）20名。

职位要求：市场营销或法律、金
融、资本、财务等相关专业全日制大学
本科及以上学历，了解煤焦、化工、新
能源新材料行业生产等基本知识。具
有3年以上大型企业相关领域工作经
历，且有下一级岗位 1年以上任职经
历，有突出业绩和成功案例。一般应
具有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专业技术职
称或任职资质。

★资格条件

应聘者除符合应聘职位要求外，
同时应具备以下资格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
纪守法，诚信廉洁，品行端正，勤奋敬
业，勇于担当，团结合作，作风务实，无
不良行为记录。

（二）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年龄在40周岁以下（1980年 4月 1日
以后出生），品德形象好。

（三）熟悉现代企业的组织运作模
式，熟悉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行业政策
及相关法律法规，了解行业发展动态
和方向；具有企业管理知识与经验；具
备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

（四）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能够
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素质。能够适应
复杂环境，胜任繁重工作。

（五）优秀海归人才优先考虑。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应聘：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所列情形之一的。由
于个人原因，导致企业经营管理不善，
或出现严重亏损，或造成企业资产严
重流失和重大经济损失的。个人在企
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有弄虚作假记录
的。

2.受过司法机关刑事处罚的。处
于党纪、政纪处分期内的。涉嫌违纪
违法正在接受有关机关审查尚未作出
结论的。国家法律法规、党纪政纪和
有关政策另有规定不能担任国有企业
领导人员职务的。

3.应聘者近三年年度考核曾被评
为基本称职、不称职的。

★选聘程序

选聘工作按照报名、资格审查、能
力素质测试、考察、协商、决定聘用、公
示、签约等程序进行。

★管理及待遇

（一）实行聘任制、任期制和契约
化管理。

单位董事会与选聘的高级经营管
理者签订《聘用合同书》《经营业绩目
标责任书》和《劳动合同书》，分别明确
聘任岗位、聘任期限、目标任务、工作
权限、劳动报酬、激励约束等各项权
利、责任和义务。聘任期限每届为 3
年，初次聘任的高级经营管理者，设立
6个月试聘期，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

的，正式聘用；考核不合格的，解除聘
用。选聘的高级经营管理者任期届
满，由单位董事会依据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以及考核评价结果决定续聘或解
聘。

（二）实行差异化的薪酬机制。
选聘的高级经营管理者采用差异

化薪酬，薪酬实行年薪制，年薪与企业
经营效益和考核结果挂钩，根据目标
任务完成情况兑现。

★报名

（一）报名时间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接受报名，截

止时间2020年 5月 10日 17:00。
（二）报名方式
1.网上报名：
请应聘者务必将所有提交的表格

和资料制作成一个WORD或 PDF文
档，并生成目录（文件名称的命名方
式：“姓名+应聘岗位”），发送至中国
平煤神马集团电子邮箱:pmsmgbk@
163.com。

2.现场报名：应聘者可直接前往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现场报名。

地 址：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
区矿工中路 21号院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主楼308房间

联系人：宋跃伟 陈辉
联系电话：0375-2723185
接待时间：（工作日）9：00-11：30

15：00-17：30
（三）报名注意事项
1.需提供以下证明材料：①本人

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职（执）业资

格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等
材料复印件;②近 3年来主要工作业
绩（成果）相关材料复印件;③近期 2
寸免冠蓝底彩色照片 3张及相同 JPG
格式电子版照片。报名材料使用 A4
纸打印或复印。

网上报名人员请及时将上述材
料邮寄至公司联系人。现场报名人
员需出示上述材料原件。应聘者个
人信息仅用于此次招聘，应聘资料恕
不退还。

2.应聘者应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
负责。本次选聘进行全过程资格审
查，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即取消
应聘或聘用资格。

3.报名相关表格、资料请到中国
平煤神马集团官方网站下载（网址：
http://www.zgpmsm.com.cn/）。

★其他事项

（一）如有疑问，请拨打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电话咨询，也可将问题发至
邮箱:pmsmgbk@163.com。

（二）选聘工作由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市场化选聘领导小组负责具体组
织，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实施。

（三）实行全过程监督。在选聘工
作中如有违纪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严
肃处理。监督电话：19937568859。

（四）本公告由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市场化选聘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特此公告。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2020年4月 13日

中 国 平 煤 神 马 集 团 创 立 于
2008 年 12 月，由原平煤集团和神
马集团两家中国500强企业联合重
组而成。近年来，集团坚持“以煤为
本，相关多元”发展战略，加快实施

“四个转变”战略构想，企业发展成
为以煤焦、化工、新能源新材料为核
心产业，跨区域、跨行业、跨国经营
的国有特大型能源化工集团，是河
南省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双千亿”

企业。现有职工 18.3万人，拥有平
煤股份、神马股份、易成新能3家上
市公司，7家新三板挂牌企业，1家
财务公司，2个国家级技术中心和1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产品远销五大
洲 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 40多家
世界500强企业和跨国集团建立了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主要产品煤炭
产能 4500万吨；工业丝、帘子布产
能世界第一；尼龙 66盐、工程塑料
产能亚洲第一；超高功率石墨电极
产能全国第一。

★企业简介

“我们领结婚证啦！”

上图 4月 10日，我省第五批支援湖北医
疗队队员杨留洋和女友杨晓楠领证结婚。⑨3
郑源 摄

右图 跟随我省
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
队前往武汉的河南日
报记者刘晓波。⑨3
本报记者 祁思元 摄

上图 郝莺歌等 4 名同
学，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此
刻，他们收到了最想要的“实
习鉴定”。⑨3 李海波 摄

“我的心愿终于实现了，上周五我
和女友杨晓楠领结婚证了，我非常开
心！”4 月 13 日上午，郑州市第九人
民医院老年医学中心护士杨留洋兴
奋地给记者打来电话，“ 我俩自
2016年相识相恋，已经 4年，现在
终于在一起了。”

杨留洋是河南省第五批支援
湖北医疗队队员。杨晓楠也在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工作，是心
理科护士。

“我俩本来打算 2 月 14 日
领结婚证。因为疫情暴发，2月
9日我随医疗队紧急驰援武汉，
不得不推迟婚期。”杨留洋说。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杨留洋
多次向医院申请到武汉抗疫一
线，最终他的愿望实现。

在武汉市青山区方舱医
院，杨留洋凭借过硬的临床护
理技能，用细心、耐心、责任
心，为患者带来贴心的护理服
务。“男护士除了在体能上优势
明显以外，在细心程度上并不
比女护士差，核对信息、发放药
品、疏导患者情绪，这些细致活
儿，我们男护士做得毫不逊色。”

“我有护理老年患者的丰
富经验，方舱医院里的一些老
年患者，都喜欢和我聊天。”杨留
洋说，“一些老年患者心理压力
较大，情绪比较焦虑，面对这种
情况，我耐心地和他们交流，给他
们加油打气，扮演好‘家人’角色，
给他们更多战胜病魔的信心。”

杨留洋告诉记者，在武汉期
间，每天无论多忙，杨晓楠总会给他
发来问候微信，默默支持着他。“我
俩约定，等我在郑州隔离休养结束

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领结婚证。”
4月 2日，杨留洋结束了 14天的隔

离，立即送上鲜花、戒指向杨晓楠求婚。
4月 10日，两人终于领证结婚。

4月 13日，杨留洋返岗回到医院，开始
投入正常工作。“等到疫情彻底结束后，我要
和晓楠去武汉旅游，带着她看看我曾经战斗
过的地方，游览黄鹤楼，品尝武汉小吃。”杨留
洋说。③9

4月 13日，焦作市支援湖北医疗队16名医护人员，在经过14天医学隔离观察后解除隔离。他们与家
人、同事紧紧拥抱，掌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⑨3 宋崇飞 摄

□本报记者 李凤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