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斗开新局奋进“十四五”

●● ●● ●●

2月 23日，在昆山市丘钛微科技有限公
司，叶县籍务工人员孙晓红和女儿陈银睿都
在忙碌地打包产品。“今年老家鼓励就地过
年，俺俩想着不给老家添麻烦，就在公司加
班了，还能多赚点钱。”孙晓红说。

去年初，母女俩乘坐返岗复工专车从叶
县来到昆山，今年在昆山度过了别样温暖的
春节：大年初二中午，受邀来到叶县驻昆务
工之家，和老乡们一起包饺子过年；大年初
三，和同事坐免费公交去周庄镇，还领到了
昆山市发放的过年红包……

叶县是人口大县和劳动力大县，全县人
口近90万人，常年在外务工人员25万人，仅
昆山就超过3万人。2020年复工复产后，叶
县组织人员、车辆，奔波800多公里“送工上
门”，并因此与昆山市结为“姊妹”友好县市。

47岁的赵振亚是叶县龚店镇人，已在
昆山务工 15 年，目前在一家电镀厂工作。

今年春节前夕，赵振亚因为一些原因返回家
乡过年，在村民微信群里看到有农民工返岗

“点对点、一站式”专车，便立即报名参加。
“和去年春节一样，出发前，县里给每人

送一个礼包，装有方便面、水、口罩、毛巾。”同
样令赵振亚温暖的是，2月18日到达昆山后，
现场拉起了“欢迎回家”的横幅，志愿者准备
了面包、牛奶，每人一份返岗复工“礼包”……

春节假期过后，平顶山根据外出返岗需
求，组织叶县、宝丰等地与劳务输入地对接，
有序组织输出，并专门安排交通、人社、卫健
等部门，统一组织劳务输出，由县财政安排
专项经费用于务工人员车费补贴，确保农民
工安全舒心返岗。

除了安全、方便，服务也十分贴心。为
保障农民工顺利返岗，每辆车除两名驾驶员
外，还有乡镇工作人员和医护工作者全程陪
同，负责疫情防控和安全服务工作。中途没
有特殊情况不停车，最大限度减少人员在车
外逗留时间。

“我们按照‘六统一’原则，即统一组织、

统一体检、统一包车、统一跟车护送、统一防
护保障、统一发放生活及防疫物品，‘点对
点’保姆式地送工人返岗。”平顶山市人社局
农民工科科长郭邦国说，平顶山统筹做好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员工健康安
全、企业生产有序、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在服务平顶山籍务工人员的同时，平顶
山市人社局还出台了企业用工、走访慰问、
就业创业、技能培训、招聘活动等一系列政
策，让外地务工人员在平顶山温暖过年，并
及时返岗复工。

2月22日，舞钢市产业集聚区，泰田重工
生产车间内，各条生产线均已开工，工人们正
抓紧赶制墨西哥和意大利的订单。“虽说过了

‘十五’才算大年过完，但是春节刚过，我们就
冲刺赢取‘开门红’。”企业负责人刘青田说。

“春节期间政府号召我们就地过年，我
就没有回福建厦门老家，白天游景区、品小
吃，晚上看水灯、赏音乐喷泉，过了一个有河
南味、舞钢味的春节。”刘青田说。

假期过后，如何解决企业用工难题？招

聘单位及要求、职位福利、联系方式……点
开“平顶山人社”微信公众号，根据网络招聘
会发布的岗位信息，求职人员可以直接联系
心仪的企业。

近日，平顶山组织开展了2021年“迎新
春送温暖、稳岗留工”网络招聘活动，通过公众
号和手机APP发布招聘信息，提供“不见面”
招聘服务，使企业与求职人员精准对接，满足
城乡劳动者就业需求，解决企业用人难题。

同时，该市通过组织参与春播春种等农
业生产、实施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以工代赈
项目、创新业态发展、支持务工人员返乡入
乡创业、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返乡务工人员
在家门口就业等“五个一批”，为务工人员创
造就近就业机会。

招聘销售经理、淘宝客服、缝纫工、平面
设计师……在 2021年汝州市“迎新春送温
暖、稳岗留工”网络招聘互动大厅里，各类招
聘信息丰富多样。数据显示，活动参与人数
已达 21000多人，参会企业 176个，招聘人
数10000余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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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通讯员 胡晓）2月 23日，《鲁山
县革命老区发展史》正式出版发行。

据了解，《鲁山县革命老区发展史》共 13章 88节，以
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线，生动记述了近百年来鲁山县各个历
史时期的风雨历程，展示了鲁山县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发展
变化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对社会各界了解鲁山县革命发
展史、党组织发展史，发扬光荣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将起到
重要的推动作用。

据介绍，该书编纂历时近 3年，是鲁山县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红色资源优势，深入进行党史、军
史、老区革命史优良传统教育，把红色基因代代传下去”指
示精神的具体举措和迎接建党100周年的实际行动，是党
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党史
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该县要求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学习《鲁山县革命老区发
展史》活动，并将按照“确保全县在职在岗科级以上干部人
手一册，各党支部至少一册”的标准要求为各乡镇、各单位
进行赠阅发放。7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2月 23日，记者从平顶山市新华区环卫服务中心获悉，该
区已经建成全市首座专门处理餐厨垃圾的处理站，设计处
理能力30吨/日，预计今年投入使用。

2019年年底，新华区开始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并将辖区
11个街道的19个小区作为首批试点，安装了36个垃圾分类
亭、80块展板、100个草坪插，发放宣传彩页20000余张。

垃圾分类投放亭里，摆放着蓝、红、绿、灰四色垃圾桶，
分别注明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其他垃圾字样，宣
传栏里张贴着垃圾分类示例及投放指南。“现在，大家的垃
圾分类意识都提高不少。”家住新华区西高皇街道中央花园
社区的郭先生是垃圾分类的支持者和践行者，他说，“今年
春节，亲戚来我家串门，直夸我们小区变化大。”

“截至去年底，新华区垃圾分类覆盖 20000户，居民
知晓率100%，投放率70%至 80%。今年垃圾分类的试点
小区会进一步扩大，力争三年内实现全区生活垃圾分类全
覆盖。”新华区环卫服务中心副主任王飞说。7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今年春节期间，一个名为“平清婷”的抖
音号小火了一把。视频里，一个身着旗袍、
温润端庄的年轻女生，陆续“打卡”平顶山地
标，引起大家关注。“想起了无忧无虑的小时
候”“一方水土一方人，为我的家乡鹰城点
赞”……网友纷纷点赞。

视频中的女生叫王懿龙，是土生土长的
平顶山人，父亲是平煤神马集团一矿职工，
母亲是在当地一所中学任教。王懿龙说，今
年春节回平顶山探亲，感受到家乡的巨大变
化，所见所闻也唤起了她美好的童年回忆，

于是就想到以短视频的方式记录这段美好
的感受，“我爱我的家乡，也想通过这种方式
让更多人了解，热爱我的家乡”。

“大家好，这里是平顶山的湛河。”王懿龙站
在湛河桥上说，“还记得高三那年没有考上清华
大学，那段时间，我经常独自坐在湛河边思考，
后来决定复读……生命只有一次，最大的遗憾
不是失败，而是不敢尝试。”镜头转过，只见湛河
水清澈干净，两岸细柳低垂，步道上行人如织。
这里曾荣获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科技奖金奖。

曾经的追梦女孩王懿龙，也于 2008 年
考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染织服装艺术设计
专业。2016 年，她以北京市优秀毕业生身
份，硕士研究生毕业，现在自主创业，公司业

务涉及服装和教育等领域。
春节期间，王懿龙还特地回到母校——平

顶山市实验高中。“学校已经大变样了，认不出
来了吧？”当年的历史老师胡海洋陪她一起徜
徉在新校园，走走停停，说说笑笑，王懿龙用手
机记录着每个场景，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返程前夕，王懿龙又专程到白龟湖湿地公
园和平顶山市博物馆“打卡”，详细地介绍了相
关知识。“感谢这片土地和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我要把这里的人和事讲给更多人听，为外界了
解平顶山搭建一座桥梁。”王懿龙说。7

◀王懿龙在湛河边拍摄推介视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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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首座厨余垃圾
专项处理站年内投用

《鲁山县革命老区发展史》出版发行

稳岗留工保就业 暖心舒心更安心

清华毕业生视频推介平顶山

“平清婷”打卡鹰城宣传家乡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近年来，宝丰县商酒务镇拓宽乡村振兴思路，结合各
村村情实际，在优化产业结构、打造“一村一品”的基础上，
进一步做大做强村级特色产业，并采取订单农业模式，实
行统一供种、统一管理、统一收购，保证农特产品产得出、
销得动。图为2月21日，该镇张庄村益康农庄的姜窖前，
工人们正在晾晒生姜。7 李红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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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本报通讯员 张鸿雨

2月 23日，郏县王集乡竹园
寨村铜乐社和蔡庄村大铜器民
间艺术表演队联合进行大铜器
表演，大家欢聚在一起，热热闹
闹庆新春，欢天喜地闹元宵。

郏县大铜器始于东汉晚期，
距今有 1700 多年历史，是我国
打击乐器的典型代表，也是平顶
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三个国
家级保护名录之一。其表演风
格粗犷、酣畅，用鼓、铙、镲、锣等
乐器合奏，表演时而如蛟龙滔
海，时而如大鹏展翅，时而如行
云流水，时而高叠狂欢。

据介绍，郏县大铜器
曾多次代表平顶山市和河

南省参加各项赛事，并
屡屡斩获大奖。7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2月20日，郏县产业集聚区郏县
高低压电气专业园内，工人们忙碌不
已。“年前至今已接到省内外10多批
订单。”河南拓宇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负责人武天宇说。

据介绍，该专业园是集研发、生
产、销售、安装于一体的高新技术智
能电气园区，项目全部建成后，可每
年实现销售收入15亿元、税收1.2亿
元。

2020年，郏县在坚决打好疫情
防控阻击战、复工复产主动战、精准
脱贫收官战的同时，坚持“生态立县、
产业强县、文旅富县、实干兴县”战
略，加快“厚重”郏县、实力郏县、文明
郏县、幸福郏县建设，三次产业比例
调整为12.1∶45.4∶42.5，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持续向好。

工业经济稳步提质。2020年，
郏县产业集聚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63.6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30亿
元，荣获河南县域经济特色百亿集群
金星奖。全县新入库“四上”企业66
家、连续两年保持全市第一，实施“三
大改造”项目68个、完成投资113亿
元；通过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9
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6家，成功
申报省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7家、
市级重点实验室 2家，被授予“中国
铸铁锅之都”；启动产业集聚区“百园
增效”“二次创业”行动，新引进项目
32个、开工建设15个。

农业产业持续提效。去年，郏县
红牛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
护，入围全国首批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全年新增绿色食品 26个、国家
级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3家、国家级

“名特优新农产品”3个、省级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4家、市级家庭农场8
家，成功创建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
县，获批创建国家绿色食品原料标准
化生产基地 40万亩，荣获省级农业
生产社会化服务示范县称号。

现代服务业加快提升。2月 22
日，走进郏县渤海铁锅交易中心，各
样式的铁锅琳琅满目。去年，该中心
开盘，成为全国首家铁锅及厨具电商
交易结算授权单位。此外，郏县还完
成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建设任务，新建村级电商网店 117
家；在全省率先开展客货邮一体化，
打通农村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启
动古城文旅、特色民俗项目，新增4A
级景区1家、3A级景区3家，入选省
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荣获

“全国百佳旅游目的地”“中国大铜器
舞文化之乡”等称号。

营商环境不断提优。郏县扎实
开展“营商环境优化年”活动，在全省
率先建立县级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推
进营商环境评价由定性向定量转
变。同时，该县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审批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实现
率99%，不见面审批事项占比99%，
承诺时限较法定时限压缩 94%，
1202个政务服务事项实现 24小时
自助办理，不动产登记办理实现一次
办妥、当天办结，荣获“中国营商环境
质量十佳县”称号。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打造全省
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县，全国县域新
型城镇化示范县’战略定位，谋划实
施一批具有突破性、带动性、创新性
的项目，聚力‘两城六基地一枢纽’建
设，打造中国牛肉第一城、中国炊具
第一城，打造河南省重要的电气装备
制造基地、中部地区知名的医用耗材
产销基地、豫西南重要的陶瓷生产基
地、豫西南重要的新型建材生产基
地、中原智慧物流创新基地、中原重
要的绿色食品产销基地，打造平顶山
对接郑州都市圈的门户枢纽。全力
走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努力
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绚丽篇
章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郏县县委
书记丁国浩说。7

平顶山对接郑州都市圈

郏县要做门户枢纽

锣鼓喧天闹元宵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2月24日，农历正月十三，是宝丰县马街书会的正日子。
往年这时候，延续700余年、被誉为“中国曲艺史活化

石”的马街书会开锣，大江南北的说书艺人负鼓携琴，相聚
宝丰县杨庄镇马街村，以书会友，以曲传情，弹唱献艺。

而今年，因疫情防控，马街书会从现场展演调整为网
络展播，从“田间地头”走向“网络云端”，让更多群众足不
出户也能在线欣赏中华曲艺的多姿多彩。

“多亏第一书记把咱找，香菇辣椒大棚咱承包。苦干
一年效益好，五万元的收入装腰包……”当天展演的节目
有安徽省曲协推荐的淮河琴书《退低保》，表演者孟丹丹和
张明磊，以诙谐押韵的曲词，唱出了脱贫户主动要求取消
低保的幸福心声。

经典文艺作品是时代的精神写照。此次展播前期共
收到节目 217个，涵盖 81个曲种，为历届报送数量之最。
经专家遴选，本届共有75个融汇南北、丰富多彩的曲艺节
目亮相云端，集中展示曲艺工作者聚焦幸福生活、脱贫攻
坚、建党伟业、抗疫故事等现实题材创作演出的丰硕成果。

据宝丰县说唱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管委会主任曹俊
青介绍，宝丰县每年都为马街书会录像，如今正在对这些
资料进行整理、分类、剪辑，有些还进行了补录。

“我们充分考虑现代观众的喜好，推出一系列更有趣、
更别样的线上展示，让更多人看到马街书会、迷上马街书
会，来年来赶马街书会！”曹俊青说。

“截至目前，通过网络平台推送的各类节目点击量已
达数百万人次，实际参与书会的民间艺人和观众有望突破
以往规模。”宝丰县文广旅局局长张玲玲说，“传承 700余
年的马街书会没有因为疫情而断线，真正成了永不落幕的
马街书会。”

“我们二人情愿拜师冯合水先生门下为徒学艺，尊敬
师长，遵守师规，虚心学艺……”2月 23日，宝丰县马街书
会民俗园，刘兰芳艺术馆内，马街书会收徒拜师仪式简单
而不失庄重。

口传心授，言传身教。当天，宝丰县墨派大调曲子传
承人冯合水、河南坠子传承人李运德、快板书传承人牛艳
萍共收了11名新徒，年龄最小的10岁，最大的 66岁。“我
非常喜欢快板书，从 4岁就开始学习。拜师后，我更要用
心学，天天练，学好学精！”10岁的宋兆润说。

收徒拜师是马街书会的系列活动之一，今年也以视频
录制形式线上展播。此外，宝丰县还举办有“非遗过大年、
文化进万家”、马街书会书状元评选、第三届长篇大书擂台
赛等线上活动，将为群众奉上接连不断的文化盛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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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2020年
产业集聚区完
成固定资产投
资63.6亿元

审批服务事项
“最多跑一次”
实现率99%99%

从“田间地头”到“网络云端”
宝丰县打造永不落幕的马街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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