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综合新闻│062020年 10月30日 星期五
组版编辑 李旭兵 徐东坡 美编 单莉伟

万众一心 加油干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祁思元 通
讯员 李帆）“我已经投了三份简历，和
两家企业确定了面试时间。”10月 25
日上午，在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
展大会“2020招才引智专项行动”高
端人才(项目)对接洽谈会上，一直想回
老家工作的大四学生范晓霞，一大早
就来到洛阳市人才对接洽谈区。

一年一度的中国·河南招才引智
创新发展大会，已成为洛阳市为高校
毕业生办实事，为洛阳发展聚人才的
重要平台之一。据了解，洛阳市共有
151家单位带着 4949个工作岗位参
加此次招聘活动。截至活动结束，洛
阳市用人单位共收到简历11064份，
初步达成意向3105人次。

今年以来，洛阳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统筹实
施“五大专项行动”，推动高校毕业生

“招考一批”“入伍一批”“下基层一
批”“创业一批”。截至10月 15日，洛
阳市共接收 2020届离校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 15772人，已实名登记 15772
人 ，在 全 省 率 先 实 现 实 名 登 记 率
100％ ；实 名 登 记 人 员 中 已 就 业
12830人，就业率为81.35%。

拓宽就业渠道。今年下半年，洛
阳市共开发各类岗位17314个，其中
行政事业单位岗位 6673 个，县（市、
区）公益类岗位 2389 个，驻洛中央
（省属）及洛阳市属国有企业岗位
1939个，民营企业岗位6313个。

扶持自主创业。将创业担保贷款
额度提高到每人 50万元。在洛创业
的高层次人才，硕士提高到每人60万
元、博士提高到每人 100万元。申请

10万元以下创业担保贷款的，可免除
反担保。对高校毕业生在洛创办的企
业，符合条件的给予一次性开业补贴
和运营费补贴，并积极支持申请 2万
—15万元的“河南省大众项目”扶持
资金。截至目前，洛阳今年共为高校
毕业生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611万元，
扶持70名高校毕业生实现创业。

提升就业能力。将有培训需求
的毕业学年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全部纳入就业创业培训范围，按规
定给予培训补贴、鉴定补贴和生活费
补贴。截至目前，洛阳今年共组织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培训 3869 人次，
全市共认定高校毕业生见习单位
256家，开发见习岗位 5645个，实际
接收 1485 名毕业生参加见习，完成
省定目标任务（1400人）的106%。

优化就业服务。围绕洛阳市
“565”现代产业体系，通过“互联网+
就业”、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实现岗
位信息与求职信息“无缝对接”。今
年以来累计发布就业岗位 50822个，
服务高校毕业生 53239人次，达成就
业意向 21313人次。为 2020届离校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提供“职业指导、
就业岗位信息推送、就业见习”等动
态化就业创业服务27273人次。

就业兜底保障。将毕业学年困难毕
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范围扩大到普
通高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
有就业创业意愿并积极求职创业的低
保家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等6类困难
毕业生，审核发放了2020届、2021届
困难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1411.8万元，
惠及17所学校7059名毕业生。③5

□本报记者 曹萍

近日，国家卫健委、教育部等六
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针对
我国不断增多的“小胖墩儿”提出具
体防控措施。肥胖对儿童青少年的
身心会造成哪些危害，如何判断孩子
是否肥胖并及时进行干预？10月 29
日，记者进行了采访。

《方案》公布了全国分地区儿童青
少年超重肥胖率流行水平，河南省为
中流行水平。近日，全国第五次国民
体质监测河南抽样地数据采集工作正
在进行，从基础数据分析来看，也提示
我省幼儿超重肥胖情况有待改善。

“造成儿童青少年肥胖除了部分
遗传原因外，更常见的是孩子膳食结
构不合理，摄入过多高能量食物，而
运动量又较少。”河南省儿童医院内
分泌遗传代谢科副主任医师刘芳说，
在河南省儿童医院糖尿病肥胖门诊，
每周大概接诊20名肥胖小患者。

但是，很多家长对于肥胖的认识
还不够，总觉得胖点不是病，等孩子出
现了一些症状后才去就诊。“比如有些
孩子出现脖子发黑，也就是黑棘皮，家
长才带孩子来就诊，而这通常是肥胖
引起的高胰岛素血症，再发展下去就
是糖尿病了。”刘芳说，肥胖会导致孩子

患上代谢综合征，也就是Ⅱ型糖尿病、
高血压、高血脂，还可引起呼吸暂停综
合征、性早熟、多囊卵巢综合征、骨质疏
松等，有些孩子还会出现自卑、胆小等
一些心理问题，应引起家长重视。

判断孩子是不是超重，最常用的
是BMI（体质指数）。刘芳介绍，“用体
重（公斤）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得出的
指数与不同年龄、性别的标准指数进
行对照，就能发现孩子是否超重”。

拒绝“小胖墩儿”，要做到合理饮
食和科学运动。《方案》提出，家庭要
培养儿童科学饮食行为、培养儿童积
极的身体活动习惯、做好儿童青少年
体重及生长发育监测；在幼儿园里，
幼儿每天的户外活动时间在正常的
天气情况下不少于 2小时，其中体育
活动时间不少于 1 小时；教师不得

“拖堂”或提前上课，保证学生课间休
息并适当活动，中小学生保证每周至
少3小时高强度身体活动等。

“在婴幼儿时期提倡母乳喂养，同
时要防止过度喂养；儿童和青少年要
保证食物多样化，减少煎、炸等烹调方
式，控制油、盐、糖的使用量，不喝或少
喝含糖饮料。”刘芳说，要保证孩子每
天有足够的运动时间，在家里运动的
话，推荐跳绳，方便易行，每天跳20分
钟左右；周末家长要多带孩子到户外，
可以进行爬山、球类运动等。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10月 25日，在
豫晋陕黄河金三角苹果展销会暨灵
宝市第十四届金城果会上，灵宝市被
中国苹果产业协会授予“中国富硒苹
果之乡”称号，同时荣获全国“2020
苹果区域公用品牌声誉10强”称号。

灵宝苹果主产区海拔在 1000米
以上，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富
含硒等多种有益元素，被确定为河南
省富硒土壤种植基地。

近年来，灵宝市紧紧依托河南省

精品苹果开发院士工作站、中国农科
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灵宝苹果试验站、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灵宝苹果技术推
广站等科研平台，建立标准化富硒苹
果示范园，示范带动寺河乡、苏村乡、
五亩乡等优质苹果主产乡镇大力发
展富硒苹果生产。灵宝市在寺河山
建设苹果小镇，打造灵宝苹果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大力发展研学游、康
养游、休闲游、采摘游，促进三产融合
发展，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
态效益的有机统一。③5

实施五大行动 让各类人才近悦远来

洛阳全力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家有“小胖墩”，咋及时干预

灵宝获“中国富硒苹果之乡”称号

“智慧停车是郑州市建
设‘城市大脑’的一部分，目

的是通过数字化提
高城市效能、方

便 居 民 生
活。”郑州

市大数据管理局局长郭程明介绍，智
慧停车拥有余位查询、停车诱导、无
感支付等“高智商”表现，来自强大数
据平台与高科技硬件设施的支撑。

比如，出现欠费问题，数据平台
会自动通过绑定信息通知车主，并在
下次停车时自动跳出欠费提醒，并在
留有人员值守的所有数据连接的停
车场通知催交欠费。

据悉，明年 6 月前郑州将新增
2000多套高位视频设备，覆盖2万多
个道路路侧停车位。③5

图① 国网柘城县供电公司
组织焦裕禄共产党员服务队来
到起台镇前韩村幼儿园，为学
生们上安全教育课，引导孩子
们从小培养安全用电意识和养
成安全用电习惯。⑨ 6 周志
昆 摄

图② 国网台前县供电公
司焦裕禄共产党员服务队前往
帮扶村，为村民讲解安全用电
常识，解决村民用电问题。⑨6
孙阳阳 摄

图③ 全国第七个扶贫日
当天，国网范县供电公司组织
共产党员服务队到马棚村开展

“惠民公益日活动”。图为
队员们到贫困户家中检

查用电设施，并对影
响 使 用 的 进 行 更
换。⑨6张浦 摄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 刘晓波）对
重大科技项目可给予最高 1 亿元资
助，建立“人才绿卡”制度，加快布局建
设 5G基站、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
新基建项目……10月 28日，省委、省
政府印发的《关于促进郑洛新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
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政策》）公布，出
台了 8部分共 20条创新政策，着力促
进自创区高质量发展。

“这 20条政策是针对自创区发展
实际，在总结原有30条政策实施成效
和借鉴发达地区成功经验基础上形成
的。”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介绍，《若干
政策》赋予自创区更大自主权和决策

权，旨在推进郑洛新自创区建设提质
增效，激励自创区进一步解放思想、创
新思路，大胆闯、大胆试，探索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体制机制，在新发
展格局中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

“与原有 30 条政策相比，‘新 20
条’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精准引才育
才、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支持创新主体
发展以及做好要素保障等方面更具突
破性、更具吸引力。”郑州高新区有关
负责人表示，《若干政策》按照应放尽
放原则，赋予自创区更大自主权和决
策权, 有利于自创区进一步开展改革
探索。

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若干政

策》支持自创区充分发挥改革试验田
作用，如深化管理体制和人事薪酬制
度改革，支持创新平台开展管理模式
和运行方式改革，探索试行财政科技
税式支出管理改革。积极开展高新技
术企业直报试点、支持省重大新型研
发机构开展职称自主评审试点、在自
创区开展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试点
等。同时，着力解决自创区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针对自创区创新发展中的
短板精准施策，切实破除阻碍自创区
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在创新主体培育方面，支持郑洛
新三市引进投资机构,对投向自创区
内企业的投资机构,可按其在自创区

内完成投资额的一定比例给予奖励；
在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方面，鼓励
试点单位赋予科研人员可转让的科技
成果独占许可权和不低于 10年的长
期使用权。

为营造更加有利于人才发展的环
境，支持自创区所在省辖市建立“人才
绿卡”制度，提供一对一政务服务；为
营造创新发展良好环境，激励高新区
争先晋位，并建立完善容错纠错机制。

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新 20条”政策措施除明确限定在自
创区实施的外，均适用于全省，将大大
增强政策辐射面，让更多科技型企业、
单位享受到“政策红利”。③4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单位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分别在《河南日报》、中国土地市场网等相关
媒体刊登了 ZMDK-2019-32 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并依照《招标拍卖挂牌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河南省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管理办法》、《驻马店市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规则》等规定，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在驻马店市土地招拍挂网上对该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举行了竞价拍卖活动。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ZMDK-2019-32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拍卖成交公告

驻自然资成交字〔2020〕108号

宗地编号

ZMDK-2019-32号

宗地位置

雪松大道与天中山大道

交叉口西北角

土地面积

（m2）

5572.01

土地

用途

商住用地

出让年限

（年）

商业40

住宅70

成交价

（万元/亩）

154

成交金额

（万元）

1287.13431

出让

方式

拍卖

竞得人

河南众人置业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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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停车解决出行烦恼

郑州28万个停车位
实现一键导航

□本报记者 李林

通过手机，郑州市区约 700家经营性停车场和全部道路路侧

泊位共约28万个停车位，能够实时查询，并一键导航。

10月29日，记者从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召开的智慧停车管理平

台建设新闻通气会上获悉，市民只需通过郑好办APP进行绑定，

即可感受智慧停车的强大功能。

“智慧停车平台将全市停车资源
进行整合、共享及调度，能够为市民
提供余位查询、停车诱导、无感支付、
先离场后付费、违章停车柔性执法等
服务，从而缓解停车难、根治乱收费、
减少乱停放。”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副
局长贾中介绍。

“比如市民出门时可提前在手

机上输入目的地，系统会自动弹出
附近停车场信息，包括位置、空余停
车位等信息。对于个人而言，出门
购物、办事都不必再为寻找停车位
而烦恼；对于城市来说，快速、便捷
的 停 车 方 式 ，将 有 利 于 破 解 停 车
难，提高城市交通运转的效率。”贾
中说。

郑州市城管局建管处处长张春
介绍，市内停车场分为四类，即道路
路侧停车场、经营性停车场、企事业
单位专用停车场和居民小区停车
场。目前，郑州市已经完成 3万多个
道路路侧停车位的数据接入，同时也
完成了 1100 家经营性停车场中约
700家停车场的数据接入，两者的停

车位总数约28万个。
据悉，今年年底郑州市将完成

全市 1100 家经营性停车场的 90%
的数据接入，进入智慧平台的停车
位将达 36万个。后续，郑州将逐步
接入企事业单位停车场及居民小区
停车场的数据，停车泊位总数预计
超百万个。

10月 29日，在管城回族区二里
岗街的路侧停车位旁，记者看到这里
道路两侧的“装备”与众不同：在十余
米的高杆上，既有电子抓拍设备，还
配有长方形高位视频。

“2019 年 3月，管城回族区率先
在郑州市推行智慧停车试点，启用高
位视频，一个视频可以管理七八个车
位，并能够清晰记录下车辆停泊的全
部资料，十分高效。”管城回族区城市
管理局停管中心主任杜国超强调，这
些数据信息的运行全部依靠后台管

理平台支撑。
在管城回族区智慧停车数据运

行平台上，该区玉城街、二里岗街上
108 个车位高位视频所记录的停泊
情况一目了然。一位驱车准备离开
的私家车主，在行驶出停车位后，手
机上立刻弹出了交费通知，轻轻一
点，支付完成。

“11月郑州将上线无感支付，车
主绑定郑好办 APP 后，可以自动交
费，更加省时省力。”数字郑州智慧停
车项目经理王新宁说。

智慧停车的“高智商”来自哪儿？

智慧停车能缓解停车难吗？

智慧停车如何轻松交费？

多少停车位被纳入了“智慧化”？

图/王伟宾

气温下降用电增
深入排查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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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在新发展格局中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20条”激励郑洛新自创区大胆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