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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春季就业

大学生要怎样调整就业心态，
积极迎接人生的新阶段？

“大学生应尽量选择跟自己所
学专业相关的工作，但是切记不能
眼高手低，要先就业，再择业。”李新
东说，就业不应该只是大四学生才
要考虑的问题，建议大学生一入学

就开始考虑。“谁的大学不迷茫？从
紧张的高三生活中，进入到大学这
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大学生或多或
少都会有前路在何方的困惑。建议
大学生们重视寒暑假的社会实践机
会，这对于将来要从事什么样的工
作会很有帮助。”他说。③9

陪你走好就业路
□本报记者 史晓琪
实习生 郭子恺

“2月22日，我们启动‘空中双选
会’网络招聘会，报名企业227家，参
与学生3873人，网上签约1427人。”
2月24日，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招
生就业处处长李新东告诉记者。

和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一样，
我省各高校线上线下双选活动一起
发力，确保今年校招岗位只增不减。

按照全省统一部署，省级毕业

生就业分市场承办高校要整合片区
资源，高密度、多频次举办线下双选
活动，各地各校要全面开展分层次、
分类别、分行业的小型现场双选活
动，搭建好面对面的对接平台。与
此同时，线上招聘也不停歇，教育部

“24365全天候网上校园招聘”等专
项活动中，河南专区也要多推就业
岗位。

基层也是高校毕业生大展拳
脚、建功立业的舞台。我省在继
续组织实施好“特岗计划”“选调
生”“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基
层就业项目、鼓励高校毕业生参
军入伍的同时，还将实施高校毕
业生基层成长计划，开通“绿色通
道”，引导鼓励更多大学生到城乡
基层就业。

按照规定，高校毕业生到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县级以下（不含县
级）基层单位就业、服务 3 年（含 3
年）以上的，服务期满考核合格，按
规定给予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
代偿。高校毕业生到贫困村创业并
带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的，可申报扶贫项目支持、享受扶贫
贴息贷款等扶贫开发政策。

政策支持 鼓励大学生基层就业

□本报记者 刘一宁

河南省 2021 年统一考试录用
公务员报名即将结束。不少处在观
望状态的考生，开始研究前期的报
名情况，筛选合适的岗位，争取“上
岸成功”的机会。

河南人事考试网最新公布的数
据显示：截至 2月 24日 10：00，全省
2021年统一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总
人数为140470人。翻看网站上公布
的报名人数职位表可以发现，目前，郑
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某岗位的竞争
比已达到1∶448，平顶山市石龙区委
党校等70个岗位无人报考。此外，郑
州市纪委监委派驻机构某岗位计划招
录10人，报考人数已达到2113人。

“很多热门岗位都是因为不限专
业、不限党员、不限基层工作经历等
宽松条件，以及岗位发展前景好等原
因造成的。”河南华图公考研究专家

张金国说，目前，无人报考的岗位主
要集中在法院、检察院，原因是报考
条件比较高，不少岗位不仅要求考生
是法学专业，还要取得《法律职业资
格证书》A证。不过，也有少量报考
条件相对宽松的岗位可以“捡漏”。

据悉，今年“省考”拟招录公务员
7901人，拟招录总人数虽然比去年
有所减少，但还跟去年一样参加全国
联考。“去年联考分两批进行，今年联
考要在同一天举行。”张金国说，全国
已有 14个联考省份发布公告决定 3
月27日进行笔试。如果要参加河南
省的考试，就不能参加山西、湖南、湖
北等省的考试，这对很多考生来说是
一次抉择。整体来说，省内考生依旧
是我省“省考”队伍的主力军。

“从去年‘省考’的报名情况来
看，最后两天的报名人数达到 30万
人。今年，考生一定要在报名通道关
闭前一个小时提交成功，千万不能等

到最后一刻，以防止报名人数过多造
成系统卡顿等原因错失考试机会。”
从事公务员教育培训的张娟认为，今
年“省考”有很多岗位不要求基层工
作经历，可供应届毕业生选择。在报
考的时候，应届毕业生可以尽量避开
省直、省会城市的某些热门岗位，选
择县级及以下的基层单位。因为基
层单位提供的某些岗位竞争力并不
激烈，而且基层单位有广阔的发展空
间，需要这些有能力有活力的年轻人
去干事创业。③6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 逯彦
萃）每年春节后是求职和招聘的高
峰期。2月 23日，记者从郑州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介绍中
心获悉，该中心联合“52就业网”将
于 2 月 26 日 至 3 月 12 日 举 办

“2021 郑州春季人才招聘大会”系
列活动。

据介绍，系列活动期间每周五
上午，在位于郑州经开区的郑州人
力资源市场将举办大型综合招聘
会，共计3场。招聘会共拟邀请500
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岗位3.6万余
个，涉及土木工程、IT技术、房产建
筑、生物医药、教育培训、机械制造、
餐饮酒店等多个行业。

据了解，浦发银行、中建七局、
福耀玻璃、平煤集团、赊店酒业、饿
了么、巴奴火锅、海底捞、学而思网

校、开仑化工、驼人
医疗、优德控股、人
民电缆、山海集团、
花花牛、伊利牛奶、北京
链家、水滴筹、花千代、中青
旅等知名企业均有用人需求。
截至目前，已有数百家知名企业参
会。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提醒各位求
职者，本次招聘活动，岗位多机会
多，求职者要把握这次机会，选择合
适的工作。另外因为疫情防控需
要，本次招聘会实行实名入场，参会
人员需携带身份证、佩戴口罩、扫描
健康码、测体温进场。

需要提前了解参会企业信息及
岗位信息的求职者可关注“52就业
网”公众号，相关信息将提前一天发
布。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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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好平台 校招岗位只增不减

2021郑州春季人才招聘大会

0371-56666878、85518661

求职指南
举办时间及场地

2月26日（正月十五）上午∣郑州人力资源市场

3月5日（周五）上午∣郑州人力资源市场

3月 12日（周五）上午∣郑州人力资源市场

会场地址

郑州人力资源市场
（经开区第四大街与经北二路交叉口）

咨询电话

调整心态 才能一次次超越自己

报考小贴士

考生一定要在报名通道
关闭前一个小时提交成功，千
万不能等到最后一刻，以防止
报名人数过多造成系统卡顿
等原因错失考试机会。

应届毕业生可以尽量避
开省直、省会城市的某些热门
岗位，选择县级及以下的基层
单位，这些岗位有更广阔的发
展空间，更需要有能力有活力
的年轻人去干事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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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2 月 22 日，
省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了《河南省2021年
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2月 23日，记者从省农业农
村厅获悉，今年我省将建设高标准农田
750万亩。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落实“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的重
要抓手。根据《方案》，2021年我省要全
面完成 750万亩项目建设任务，同步发
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225万亩，打造 30
万亩以上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完成三分
之一以上“十二五”以来已建项目问题设
施整改任务，同步建立管护长效机制。

2021年度高标准农田项目，仍按照

国家要求的不低于 1500元/亩（高效节
水灌溉项目不低于 1600元/亩）的投资
标准统一实施。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及时
下达市县；省财政列入年度预算的配套
建设资金，主要用于落实省级配套资金、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奖补、省级评价
激励考核奖励和省级安排管护资金等。
鼓励市县通过发行债券、引进金融资金、
整合涉农资金、增加财政投入等途径筹
措建设资金。

今年我省将开展高标准农田示范创
建，依托高标准农田项目或高效节水灌
溉项目，由市县自行筹集资金，按照不低
于3000元/亩的标准，以及建设标准化、
装备现代化、应用智能化、经营规模化、

管理规范化的“五化”要求，建设30万亩
以上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在高标准农田项目内，我省将统筹
推进耕地地力提升，统筹退化耕地治理、
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深耕深松、轮作
休耕等措施，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水
肥水药一体化等技术，切实提升耕地内
在质量和产出能力。

据了解，今年，我省将高标准农田新增
耕地指标认定交易列入年度高标准农田建
设重点工作，由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省自然
资源厅建立新增耕地认定工作机制，理顺
工作流程，完善相关配套制度，重点在
2017年1月1日之后立项的高标准农田项
目区开展新增耕地认定交易工作。③4

今年我省将建设高标准农田750万亩

支招就业

今年，我省高校毕业

生人数将突破70万，再加

上往年未就业毕业生，就

业压力可不小。三月份将

迎来高校应届毕业生春季

招聘的高峰，省里、学校都

采取了哪些措施，助力大

学生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

分就业？大学生应该怎样

调整就业心态？2 月 24

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本栏制图/党瑶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2月 24日下
午，我省多地迎来雨雪天气。省公安厅
高速交警总队迅速启动高速公路恶劣天
气交通管理应急处置预案，路警联动，融
雪除冰，全力做好雨雪恶劣天气高速公
路保通工作。

豫西、豫北和郑州周边普降大雪，多
条高速公路实行交通管制措施。当日晚
上，三门峡、洛阳、新乡、安阳、郑州等地
高速交警加强路面管控力度，快速融雪
除冰，增派路面巡逻力量，采取警车带
道，护送车辆通过易滑和结冰路段。

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要求，降雪
路段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进驻指挥室，
在岗警力全部投入路面，采取路面管控
与视频巡逻相结合，联合巡逻与定点值
守相结合，确保辖区各主要路段安全畅
通。同时，通过警灯警笛喊话器实时提
醒、路面电子显示屏警示、间断放行、限
速通行、警车带道等多种方式全力保通。

据悉，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与邻
省公安部门还建立了联动机制，应急联
动，实现警务勤务快速联动响应。同时，
加强与地方交警的协作配合，共同疏导
因主线分流造成的车辆拥堵，确保恶劣
天气群众出行平安。

高速交警提示，恶劣天气出行前需注
意这些安全行车事项：出行前一定要提前
了解天气情况和高速路况，确保车况良
好、油料充足，可以通过“河南高速公安”
微博微信了解全省高速公路实时路况信
息，合理规划行车路线。行车中一定要降
低车速，拉大车距，路面湿滑切记不要急
刹车、急加速、猛转向，经过桥梁、弯道、坡
道时要提前减速，匀速行驶，一气通过，避
免途中变速、停车或熄火。当能见度低于
50米时，一定要到就近的高速服务区停车
休息或就近下站，确保行车安全。③9

高速警方启动应急预案

路警联动 融雪除冰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施书
芳）2月 24日 21时 30分左右，郑州突降
今年首场春雪。记者了解到，在各保障
单位的通力协作下，郑州机场保持安全
有序运行，至22时 30分左右，两跑道正
常起降飞机，航站楼内秩序正常。

郑州机场夜晚出现降雪以后，各个
保障单位全力以赴，通力合作。从21时
30分左右开始，郑州机场工作人员挑灯
夜战为飞机除冰雪，截至 23时许，除冰
雪工作仍在进行中，两条跑道正常运行，
T2航站楼内温度宜人，旅客秩序井然。

当日，郑州机场计划执行航班 210
多个，至 23时左右，多数航班已经执行
完毕，尚有10多个夜间航班正在按计划
飞行中，有 2个航班备降太原。广大旅
客可随时拨打郑州机场电话96666进行
咨询。③9

郑州机场两跑道
雪中正常起降

本报讯（记者 李林）2 月 24 日
23时，记者从郑州市城市管理局获
悉，郑州市启动一级除雪预案，道路
除雪已经开始。

据介绍，当日21时—22时郑州气
象观测站降雪量3.1毫米，预计集中降
雪时段持续至24时，后逐渐减弱。

为此，郑州市快速启动一级除雪
预案，要求相关各单位严格做好值班
和防范应对工作，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防止道路结冰，着重做好高架、匝道、

坡道、路口抛撒融雪剂防结冰工作。
同时做好道路巡查，发现积雪结冰严
重影响道路交通情况，及时安排处置。

记者了解到，在郑州多条主干
道和快速路上，相关工作人员已经
开始投撒融雪剂，大批环卫工人上
街集中清扫，大型除雪车辆也已开
始上路作业。“将会根据降雪情况及
时调整人员及除雪车辆的投入，确
保 25日城市主要道路畅通。”郑州
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③9

郑州市启动一级除雪预案

□本报记者 李若凡

春雨贵如油。现在小麦开始返
青，正是需要水的时候。今年以来，
我 省 降 水 偏 少 ，平 均 降 水 量 仅
8mm，较常年同期偏少六成。

24日全省大部出现降水，除了
天公作美，还与我省各级气象部门
开展的人工增雨作业是分不开的。

什么是人工增雨？省人工影响
天气中心首席服务专家黄毅梅说，我
省以冷云降水为主，因此，一般针对冷
云进行人工增雨。冷云的人工增雨
原理是：在一定天气条件下，把催化
剂播撒到云中合适部位，催化剂通过
核化作用形成人工冰晶，冰晶长大到
一定程度，上升气流托不住了，冰晶
下落，在下落过程中逐渐长大成降水
粒子落到地面，达到增加降水的目的。

24日5时至17时，全省大部出现
小雨，三门峡、济源、焦作、新乡等地区
出现雨夹雪或雪。全省平均降水量
2mm，48个乡镇降水量在10mm以
上，主要集中在三门峡、南阳。此外，
25日，我省降水集中在黄河以南，以
降雨为主。26日，本轮降水结束。

截至2月24日 18时，我省飞机
作业两个架次，作业时间 6个多小
时。各级气象局也将抓住一切有利
时机积极开展人工增雨作业。③9

科技唤来
“雨 +雪”

瑞雪瑞雪瑞雪瑞雪
迎春迎春迎春迎春

2月 24日晚，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以雪为令，积极应对雨雪天
气，确保旅客出行安全。⑨6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孙煊哲 摄

雪地成了孩子们的乐园⑨6杨帆 摄

2月 24日晚，我省迎来今春首场
大雪，路人在风雪中前行。⑨6 顶端
新闻·河南商报记者 左冬辰 摄

路人为抵御风雪头套塑料袋行
走⑨6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 左
冬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