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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速递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4月 27日，记者从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获悉，该
中心将于 5月 6日至 10日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在中国中原人才网（www.
zyrc.com.cn）联合举办“第七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网络专场

招聘会‘河南站’”活动。
本次大型网络招聘活动共设200个信息展示位，将邀约全国各地

国有、上市、高新技术企业、行业领军企业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各
类用人单位参会，预计将线上为求职者发布6000多个各类就业岗

位，涉及机械、电气自动化、计算机软件开发、土木工程、电子商
务、行政管理、会计、人力资源、金融、医学等20多个专业，涵盖
制造、互联网、通讯、房地产、汽车、电子、新能源、医药医疗、
教育等多个行业。

本次活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人才流动中
心发起，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南省人才

交流中心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中国中原
毕业生人才市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承办，是在河南
省举办的全国性大型公益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网络

招聘活动，并通过整合大中城市公共就业人才服
务机构资源，为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和用人单位

招聘人才提供便捷、精准、高效的服务。③9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4 月 26日、
27日，我省许昌、濮阳、新乡、商丘、三门
峡等省辖市小学陆续复学。

“孩子终于复学了！”4月 26日，许
昌市小学四、五、六年级学生返校复
学。在该市健康路小学，六年级学
生作为首批返校学生有序跨进校
门，每隔半小时，一个年级学生进
入校园；在该市古槐街小学，学生
持学生健康信息承诺书、学生健康
卡、学生健康档案入校，并将其统
一交由班主任检查、存档。在开学
前，许昌市各小学已经在上级主管
部门领导或自发组织下，开展过多
次模拟演练，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
学生入学行动指南。

在三门峡市，市直小学四至六
年级学生于 4 月 27 日返校复学。
在返校前一天，各校对教室、宿舍、
食堂等公共区域进行全面清洁消
毒。早上 7时，该市实验小学学生
陆续入校，学校全体行政人员、值
班教师、医护人员等早早来到校门
口，迎接学生返校。

开学第一天，各校组织了不同
形式的复学礼。4月 27日，濮阳市
实验小学四、五年级学生顺利返校
复学，学校举行“梦想接力”返校复

学礼，迎接学生重返校园。该校开学
第一课分防疫篇、致敬篇、学习篇、常
规篇 4 个部分，在强化学生防控意

识、提升学生防控能力的同时，引导学
生弘扬爱国情，坚定报国志。③8

本报讯（记者 王平）4月 27日记者获悉，为
适应我省疫情防控需要，切实做好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工作，实现“应检尽检、愿检尽检”的目

标，省卫健委对全省具备生物安全二级及以上实验
室资质、具有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条件的医疗

机构进行了筛选，公布了我省首批具备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能力医疗机构名单。
本次公布的医疗机构共有86家，覆盖全省17个省辖

市及济源示范区，其中郑州有24家医疗机构入围。按照
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定，这些医疗机构结合本地实际，根据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进一步优化流程，规范技术操

作，提升核酸检测能力，确保检测工作科学、规范、有序、高效
开展。同时，省卫健委要求，不具备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的

医疗机构，要抓紧加快实验室建设，建立符合生物安全二级及以
上标准、能够独立开展临床基因扩增检验条件的实验室，加大医务

人员培训力度，尽快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切实满足常态化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复学需要。③9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4 月 26日，记者
从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获悉，自5月 1日 0
时至 6日 6时，全省高速公路禁止危险货物
运输车辆通行。

警方称，上述时间段，已在高速公路
行驶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应当就近驶
离。

“五一”期间，高速公路服务区加油（气）
站配送燃油（气）的车辆，应当持服务区、加
油（气）站及所属运营管理单位加盖印章的
证明材料，经收费站查验后，在每日 8时至
20时经由服务区与收费站
之间最近路线配送。

省公安厅高速
交警总队有关负
责人说，运输危
险货物应当严
格遵守相关
规定，自觉服
从指挥疏导，
依法守规安
全行驶。③5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假期禁上高速

本报讯（记者 曹萍）人们在家里“宅”了
很长时间，都想出去游玩一下，但这个时候有
些人并不适宜出游。4月 26日，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二科副主任刘
红介绍：“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妇及高危人
群不建议出游旅行，因为这些人抵抗力较差，
更容易感染病毒，出行存在较大风险。”

“在景区排队要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全
程佩戴口罩，随时注意手卫生，注意咳嗽、打喷
嚏礼仪。尽量减少接触公共设施。”刘红说，途
中应该准备充足的口罩、手消毒剂这些物品，尽
量自备水杯、餐具、毛巾等物品。

出行中的饮食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尤其要
避免扎堆聚餐。刘红建议：“尽量不在交通工
具上饮食，可多食用自带食物，或者买回到宾
馆食用；到餐厅去要错峰就餐，不要带太小的
婴儿到人多的餐厅去。”

目前，国内还有部分地区疫情风险等级
为中级或者高级，所以出游前一定要及时查
看，同时详细了解各地在疫情期间的出行政
策，出行途中如有发热、干咳、乏力等症状应
立即就诊。③9

老年人
不宜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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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林州太行大峡谷景区工作人员正在检查调试热气球运行情况，全力保障“五一”假期游览安全。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4月 27日，郑州市
动物园内一批动物“萌
宝”扎堆降生，该园特
别邀请一线的援鄂医
护人员携子女畅游动
物园。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讯（记者 李林）4 月 27 日，郑州市
动物园传出“好消息”，一批动物“萌宝”扎堆
降生，该园特别邀请支援湖北白衣天使带上
自家宝贝前来“围观”。

据介绍，这批新出生的“萌宝”，包括河马、
环尾狐猴、中美貘、赤猴、绿猴等。在这个草长
莺飞的季节，呱呱坠地的小家伙们个个生气勃
勃，将园内由疫情带来的沉重氛围一扫而空。

在河马展厅，记者看到刚出生不久的河
马宝宝个头已经不小，且生来自带游泳技能，
喜欢在水中畅游；园内的环尾狐猴这次产下
了“双胞胎”，小家伙一直依偎在“妈妈”的怀
中，据介绍，半岁后它们才会独立生活；中美
貘也在这个春天“喜提二胎”，貘宝宝一身花
哨的皮毛，与父母通体灰棕色皮毛大相径庭，
工作人员说它们会随着成长逐渐“褪色”最终
变成“大人模样”。除此之外，园内赤猴、绿
猴、斑马、长臂猿也于今春成功繁育后代。

5月 12日至 18日，该园还推出“医护人
员免票游园活动”，全国医护人员均可凭本
人医师资格证书或护士资格证书及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免票入园游玩。③8

据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记者27日从民政部获悉，根据民政部等
六部门近日联合出台的指导意见，20项证明被明确不应由社区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

这20项证明包括：亲属关系证明、居民身份信息证明、户口登记项目
内容变更申请证明、居民养犬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
员情况证明、人员失踪证明、婚姻状况证明、出生证明、健在证明、死亡证
明、疾病状况证明、残疾状况证明、婚育状况证明、居民就业状况证明、居民
个人档案证明、居民财产证明、遗产继承权证明、市场主体住所证明、证件
遗失证明。

此次出台的意见明确，要用3年左右时间，逐步建立起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的规范化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从根本上改变“社
区万能章”“社区成为证明大本营”等现象。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有关
减证便民、优化服务的政策文件，全面清理各类无谓证明。此次印发的
指导意见正是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见专门规定，各地
区要在与证明事项清理工作已有政策措施衔接基础上，制定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清单，特别是要与各地区、各部门公布的保留证
明事项清单相衔接。

20项证明告别“社区万能章”

“萌宝”降生
邀您“围观”

便民

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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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出游有哪些注意事项？省疾控中心
专家表示，对于大部分近期无新增病例报告的
地区来说，“五一”假期旅行比较安全，但仍需警
惕感染风险。建议游客就近错峰出游，尽量避
开热门景点或者景点高峰时段，避免在密闭空
间内开展一些娱乐项目；如果跨地区出游，应该
选择近期没有病例报告的地区，并准备必要的
口罩、手消毒剂物品。

另外，游客乘坐交通工具时，应全程佩戴口
罩，做好手部消毒；尽量减少在交通工具中饮
食；且妥善保存票据，以备查询；在景区要间隔
一米、有序排队。

“五一”小长假之后，河南中小学将全面
有序复学，多地教育部门对假期师生出游做
出限制，要求师生不得跨地区旅游、探亲等。
而对于大家困惑的跨省旅游归来后是否需要
报备社区或单位问题，目前我省暂没有明确
规定。③9

“预约旅游”时代来了

今年的“五一”小长假虽延长至 5天，但跟
往年“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同，目前仍处于疫情
防控阶段，文旅部、国家卫健委两部门明确要求
景区建立完善预约制度，推行分时段游览预约，
引导游客间隔入园、错峰旅游，严格限制现场领
票、购票游客数量。这意味着，今年“五一”假
期，将成为中国首个“预约旅游”的小长假，“预
约旅游”将成出行潮流。

4月 27日，记者采访发现，焦作云台山、洛
阳龙门石窟、建业电影小镇等景区景点，均实行
了全网预约门票制度，线下售票窗口仅出售军
人证、残疾证等特殊证件优惠票，广大游客可通
过景区官方微信、美团、携程等电商平台进行预
约购票。不少景区需要游客至少提前一天预
约，并明确游客须佩戴口罩、出示绿码等要求。

“云台山‘五一’假期每天接待游客量限定
2.4万人，即景区最大承载量的 30%，每日门票
约满即止。”云台山景区运营总监吴沛萌说。

根据目前相关政策规定，旅行社及在线旅
游企业可组织开展本地游、周边游、省内游业
务，暂不得经营跨省、跨境的团队旅游业务。因
此，想跨省旅行的游客只能自由行或自助游。

4月 27日，携程发布《省内周边游复兴报
告》显示，4月份河南地区预订周边游人数环比
3月增长220%。

“受疫情影响，今年五一的旅游消费特点
鲜明，本地游、周边游将成主流，但玩法加速创
新，各类专注体验、休闲需求的高品质产品更
受青睐。”河南中信国旅副总经理杨鹤说，面对
市场需求的变化，我们瞄准当前游客不愿意跟
陌生人在一起、不愿意扎堆的心理，为游客创
新打造一站式选择高端酒店、景点门票、独立
出行的“高品质周边游”产品，目前有以郑州、
开封、洛阳为目的地的3个都市游，还有以焦作
云台山、安阳红旗渠、南阳老界岭、登封嵩山为
目的地的山水风光游。

□本报记者 温小娟

“五一”小长假

即将到来，今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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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对此进行了

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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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旅游”将成潮流 跨省旅行只能自由行 不建议中小学师生出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