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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晓琪

“‘五一’前夕，艺术设计学院毕业生
谢梦莎通过学校毕业生就业网上签约平
台，顺利签订就业协议。她说，‘云签约’
解决了学生无法返校、无法参加现场招聘
会的问题，感谢学校的贴心服务！”5月 1
日，提起谢梦莎给学校打来感谢电话这件
事，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招生就业处副
处长韩忠军在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感到了
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为了把疫情对就业的影响降到最
低，我们早着手、早谋划，向用人单位和毕
业生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服务。”韩忠军
说，“学校2月中旬就开始与专业的互联网
技术公司合作，研发网上签约系统，经全周
期调试和试运行，于4月23日正式启用。”

线上签约平台在疫情防控期间发挥
了大作用，有效完成了学校、学生及用人
单位三方的互联，实现了用人单位与毕业
生“点对点”精准对接，简化了就业手续流
程，降低了学生求职成本。

在搭建好毕业生就业网

上签约平台的基础上，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还建立了“2020届毕业生就业信息平
台”微信工作群、钉钉工作群，抓实抓细毕
业生就业的每个环节；充分借助“工作啦”
云就业服务平台，组织开展 2020 届毕业
生春季网络双选会、优质企业空中宣讲会
等线上招聘活动。截至4月 30日，该校已
组织各类网络专场招聘会 170场、大型综
合 网 络 双 选 会 7 场 ，接 下 来 还 将 举 办

“2020 届毕业生夏季网络招聘会”“2020
年校友企业专场网络招聘会”等。

“结合学校‘航空为本、管工结合’的
办学特色，我们主动对接行业领域用人单
位，仅疫情防控期间，就已为 40余家航空
领域用人单位推荐毕业生200余名。”韩忠
军说。③8

□本报记者 周晓荷

“找工作就像爬山，有焦虑、有紧张、有想
过放弃，最终坚持下来，就体会到了‘无限风
光在险峰’。‘最难求职季’也是最难得的人生
际遇。”5月 2日，河南大学土木建筑学院应届
毕业生乔钧鹏说。不久前，他拿到了中铁大
桥局一公司录取通知书。

从 1月份开始，乔钧鹏就在为开学后的
大规模校招做准备，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打乱了他求职的节奏。大家不得不面
对的事实是：返校日期延迟、线下招聘取消、
就业机会减少……“面对‘最难求职季’，在家
根本坐不住，每天都刷招聘信息，心情就像热
锅上的蚂蚁。”乔钧鹏说。

和他一样紧张的还有学校和老师。为帮
助学生度过“最难求职季”，河南大学第一时
间成立“就业创业指导中心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实施“就业指导线上听，就业岗位线
上找，就业服务线上办”等举措，一方面做好
就业咨询指导，帮助学生化解因形势变化带
来的心理焦虑，另一方面简化手续，延长业务
办理时间，让就业更安全便捷。

在学校和老师的帮

助下，3月，一场线上大型招聘会召开，成百上
千个企业云集。“线上应聘非常便捷，只需要根
据专业和求职意向寻找工作单位，投递简历
之后等待面试即可，甚至还会推荐相关企业
供我们选择。”乔钧鹏说。他同时投递了几个
意向企业，很快得到了回复。经过多轮面试
和反复比较，他选择了中铁大桥局一公司。

“我应聘的这个企业在国内路桥领域很
有知名度，感谢母校的培养和为让我们顺利
就业所做的努力。”乔钧鹏满怀感恩、干劲十
足。他说：“压力是成长的动力。新冠肺炎疫
情带来的就业形势变化是压力，但客观上也
激发了我奋进的潜力，锻炼了我的意志品质，
它告诉我，在挫折中不放弃。”③9

□本报记者 高长岭

5月 2日 6时许，陈国有就和工友们
赶到了工地上。

他是参加小浪底北岸灌区工程施工
的一名混凝土工。“趁早上天气凉快，早
开工，就可以多干点活儿啊。”52岁的陈
国有说。

去年秋天，陈国有来到孟州市，参加
小浪底北岸灌区工程施工，前不久刚完成
了12号暗渠浇筑，这几天进入明渠段施工。

“今天的任务是清理明渠底板，清理
完就可以浇筑混凝土了。”陈国有说，这
是国家的重点水利工程，必须严格把好
质量关。原来在暗涵施工时，他总是小
心翼翼地拿着木拖，把混凝土抹得平平
整整，光滑得就像地板砖一样。

陈国有的老家在济源示范区大峪镇
反头岭村，距离小浪底水库 7公里。由
于村子位于山区，以前村民吃水很困难。

“原来，我们天不明就要去几公里外
接‘淋山水’，排好长的队，接两桶水得俩
小时。前几年，政府实行农村饮水安全
提升工程，从王屋山水厂引来了自来水，
现在家里拧开水龙头

就是自来水，大家用水再也不作难了。”
陈国有说。

为了解决更多群众的用水难题，省
政府决心实施十大水利工程，小浪底北
岸灌区工程名列其中，该工程也是国务
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工程之一。

去年 7月 19日，小浪底北岸灌区工
程在孟州市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每年
可引黄河水 2.39亿立方米，为广利灌区
补源 20万亩，灌溉济源、焦作等地农田
51.7万亩，为城镇工业、生活供水1.12亿
立方米。

“在水利工地上干活，有劲儿！”陈国
有说，水利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
早点把工程建好，让黄河北岸老百姓用
水不再难。③8

□本报记者 归欣 本报通讯员 陈浩

“管吃管住，活儿也不累，我在这里
挺好的！”5月 1日，在位于内乡县灌涨镇
杨集村的牧原现代农业产业园里，“上
岗”半个月的贫困户李芬妮笑眯眯地说。

50岁的李芬妮是湍东镇东王村人，早
几年丈夫去世，儿子正读高三，虽然享受
到了各项扶贫政策，生活也并不宽裕。今
年2月以来，为应对疫情影响，内乡县扶贫
龙头企业牧原集团发起“万名贫困劳动力
就业工程”，在驻村干部的帮助下，李芬妮

进入了安置就业“大名单”。
有活儿干，有钱挣，碰上这

样的好事李芬妮当然高兴，但也
有自己的顾虑。“我去年动过个
小手术，下不了气力，怕人家给
我安排的活儿干不来；再一个，

产业园离我家足足15公
里，来回确实不方便。”
她告诉记者。

但没过两天，李芬妮就高高兴兴上
班了。“我们得知她身体不太好，立即对
她的岗位进行了调整，从进大棚摘蔬果，
变更为到备货车间称重、包装。”产业园
生产负责人刘奇说。

至于李芬妮发愁的“路程远”问题，在
她到园区的员工宿舍、餐厅转了一圈后，
也迎刃而解。“6个人一间房，一天三顿都
有饭，吃得还可不错。”她笑着说，“我现在
一天工作8个小时、工资50元，加上餐补
一个月能拿1800元呢，心里很踏实。”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牧原公司相
关负责人说，“为了帮助贫困群众克服疫
情、稳定增收，今年我们专门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开设了绿色就业通道，第一批拿
出建筑、养殖等岗位 7000个左右，预计
年底前可安置1万名贫困劳动力。”③9

□本报记者 逯彦萃

“五一”前夕，任胜利又为浙江定点输
送了 15名河南籍农民工。他说：“清明节
之前是护送老工人返岗，现在是为企业定
点输送‘新鲜血液’。”

对 于 任 胜 利 来 说 ，这 个 春 天 不 寻
常。从大年初一到清明节这段时间，他
没有休息过一天，有时甚至是 24 小时连
轴转，为的就是让千万个农民工能顺利
返岗。

原本农民工的流动由市场决定，在疫
情冲击下，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受到影
响，这时政府果断出手，拿出有力举措加
以应对。防疫不能松，复工不能等，这两
场“战役”都必须赢。“在特殊时期服务农
民工返岗，说白了就是当好‘服务员’，从

‘出家门’到‘进厂门’，一管到底。”任胜利
笑言。

组织农民工乘坐“包车”“专列”“包
机”出发。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在疫情防
控吃劲的阶段，组织全省范围内上千万农
民工外出，背后的故事多得一火车也拉不
完。

“为了做好服务，我的个人电话和处
里的工作电话在用

工密集的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北京等5
个省市是公开的，一天内要接多少个电话
已经记不得，只记得那段时间手机一天要
充三次电，办公电话放下就响。”任胜利
说。

组织农民工返岗，事无巨细。“当时时
间紧，任务重，有不少农民工提交的身份
信息有误，导致买票受阻的事儿时有发
生。”任胜利说，为了核实农民工的身份信
息，自己被当作“骗子”拒接电话的次数也
不少。在他看来，只要能服务老乡们顺利
返岗，这点小委屈根本不算啥。

如今农民工返岗复工工作告一段落，
岗位是否稳定还需要常态监测。任胜利
说，当前我省选择了 100 个行政村，监测
外出务工人员的“稳岗”情况，保好老乡们
的饭碗是当前工作的
重中之重。③9

“最难求职季”也是人生际遇
把疫情对就业的影响降到最低

□本报记者 逯彦萃

今年春天，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太龙药业”）人力资源部为
公司招聘到了30多名“抢手”的人才，分别
补充到销售、质检、研发等岗位，为企业发
展提供了新鲜血液。

作为人力资源行业的资深人士，太龙
药业的人力资源总监胡艳凤说，今年的人才
招聘与往年大不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的
变化：从“等上门”到“出门找”，从“面对面”
到“线对线”，从“重薪资”到“重生活”。

“往年，企业招聘启事一发出去，应聘
者就络绎不绝，今年的人才来源明显减
少。”胡艳凤说，在特殊时期，应届毕业生
正常流动出现困难，有工作经验的从业者
二次择业趋向保守是主因。人才来源变
少，企业用人标准不打折，从“等人上门”
到“出门请才”才能引来人才。

为了满足疫情防控期间的用人需求，
太龙药业还尝试了线上面试模式。胡艳
凤笑言，新的面试模式对求职者和企业都
是挑战，不少应聘者会
表现“不自然”，企业也

缺乏网络面试经验，人岗匹配度要逊于面
对面招聘。但是她相信，随着 5G 技术的
发展，面试画面会更加流畅，互动话题也
会更加成熟，线上面试模式将成为就业市
场上的有益补充。

另外，人们的择业标准也发生了变
化。“往年，大家首先关注的是薪资，而今
年大家更关心工作地点、交通、是否能双
休。”胡艳凤说，“90后”成主力，疫情黑天
鹅到来，“变化”在情理之中。

胡艳凤说，企业对新兴人才的需求也
更加强烈。她告诉记者，太龙药业在转型
升级的路上坚定前行，在中牟投资兴建的
新厂区将展现出数字化、智能化新面貌，
未来工厂的人才结构
也会随之变化。③8

为企业储备更多有用人才

在水利工地上干活，有劲儿

有活干，有钱挣，心里很踏实
当好农民工的“服务员”

省人社厅农民工工作处二级调研员 任胜利

牧原现代农业产业园职工 李芬妮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胡艳凤

小浪底北岸灌区工程工人 陈国有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 韩忠军

河南大学土木建筑学院应届毕业生 乔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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