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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翁韬 本报通讯员 李青文

“申大哥，钱在这里！”刘建宾一把将市民
申先生拉了过来，申先生的脸几乎贴到了地
上，看到了茶几抽屉底下自己“丢失”的1000
元现金，起身连声说谢谢。

不久前，家住安阳市北关区的申先生报
警称，家中1000元现金被盗。前来处警的安
阳市公安局犯罪侦查支队民警刘建宾和同
事，却没有发现被盗嫌疑，经过细心勘查，民
警最终帮助申先生在家中找到了“被盗”的现
金。

从警16年来，刘建宾遇到的类似“案件”
还有很多，“有些群众年龄大了，记性不好，办
案的时候要多一些耐心和安慰，或许就能还
老百姓一个笑脸。”刘建宾在日记中写下这样
的话，告诫自己群众无小事，要把群众的事当
成自己的事，办大案也办小案，16年来，他数
十次帮群众找到总计价值10余万元的钱物，
成了群众心中的暖心刑警。

“家里的两枚金戒指丢了，你们可一定要
帮我找回来啊，这是母亲留下的唯一的遗物
啊！”去年4月的一天，家住文峰区的76岁老人
见到民警来了，拉着刘建宾手不放，一脸愁容。

“老大爷，你别急坏了身子，戒指应该不
会丢。”刘建宾一边安慰着老人，一边细心查
看老人的室内外，经同意后在老人家中查找
起来，一个小时过去了，刘建宾终于在卧室物
品柜上的盆子下面，见到了两枚被“盗窃”的
戒指。

“就是这两个戒指，谢谢！太谢谢你们
了！”老人激动得像个孩子。第二天，老人还
专门做了一面锦旗送给刘建宾。

去年 8 月 13 日，刘建宾在阳台一角塑
料袋里帮群众找到了“丢失”的存折和身份
证；8月 15日晚，刘建宾帮失主在皮包里找
到被“盗”的金银首饰；11 月 20 日，刘建宾
在报警人家里抽屉底下找到了被“盗”的黄
金首饰……

“小事小情连着民心，小案疑案连着民
情。老百姓急难愁盼的事就是分内事，都得
管好，老百姓才能满意。”刘建宾说。7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李新义

春节刚过的尉氏县十八里镇会庄村整洁
的街道两旁、村民家门口和村委会的墙上，贴
满了火红喜庆的对联和年画，依然洋溢着浓
厚的节日氛围。

“这几年，公路通了，网络通了，快递、电
商进村了。村民们纷纷与时俱进，干上了全
新的工作。咱尉氏的农产品通过像贾苗这样
的直播带货的‘新农人’飞到了全国各地，也
促使了会庄村及周边村一二三产的融合。”前
往会庄村指导电商运营的镇乡村振兴办工作
人员马忠宇，边走边讲述该村电商达人贾苗
的故事。

“欢迎老铁们进入直播间，蒜苗咋做好
吃，我给各位分享几种蒜苗配菜的做法：一是
蒜苗炒鸡蛋，蒜苗炒鸡蛋是道家常菜，做法非
常简单，易上手。将蒜苗洗干净，切成5厘米
左右的小段，再将鸡蛋打散备用，起锅烧油，
待油温七成热，放入打好的蛋液翻炒，然后放
入准备好的蒜片、姜片、蒜苗翻炒，约一分钟
后，放入盐、味精翻炒均匀，出锅装盘即成口
感滑嫩、色泽鲜艳的蒜苗炒鸡蛋。真是好吃
不贵……想要蒜苗的老铁，赶紧下单，每斤两
块！”一走进贾苗的惠民电商服务站，就看到
贾苗和她的助手在向粉丝们推销农产品。

贾苗全家 4口人，2014年前，由于家境
困难，她家被纳入贫困户。2018年 8月，她
被村里推荐到县商务局学习电商。贾苗自接
触电商后，县商务局就找来专业老师，手把手
教她如何修片、上图，与客户沟通成单、上货、
出单、出货。到2019年 12月底，短短一年多
时间，贾苗就从电商小白发展成为十八里镇
的电商达人，并由此走出了贫困户的行列。

“传统销售模式下，农产品滞销严重。很
多农民因为卖不出去农产品而失去一年的收
入，甚至赔掉辛辛苦苦攒下的积蓄。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给农村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
力。我的电商服务站运营后，销售的农产品
涉及十八里镇、张市镇、庄头乡近百个村庄，
帮助农户销售小米椒、白萝卜、蒜苗等已达
6000多吨了，带动和影响本镇及周边200多
位村民从事电商行业。”贾苗自豪地说。

据介绍，为了让农产品触网销售，让更多
农户适应手机这个“新农具”，尉氏县商务局
紧抓电子商务进农村的大好契机，着力构建
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格局，自 2018年以来，
建设了县电子商务孵化中心，采取“送教下
乡”“一对一辅导”专题教学等模式，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先后开展电商培训 186
场次、培训学员达 8110人次，其中培育农村
电商带头人200余人。

“借助网络电商，让农产品以更直观、更
简单的形式走向了广阔市场，帮助更多农民
实现了转型升级，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尉氏
县商务局负责人郑向桦深有体会地说。7

“暖心”刑警

“新农人”直播
带“火”农产品

百姓故事

多学技能本领强

2月15日上午9点，郑州市人才市场三楼人
才交流大厅，人头攒动。一场招聘会正在进行。

“今年准备在郑州工作，这边的薪资还行，
也方便照顾家人。”一家钻石企业招聘摊位前，
求职者彭女士正在认真填写应聘信息。计算
机专业毕业的应届生小吴，瞄准了两家公司的
营销岗。“一家是生产电子设备的，一家是电
商。”他对未来充满信心，想挑战下自己。

求职者有心，招聘者用心。有公司负责人
在招聘现场喊出“硬核”招聘语：“公司从不拖
欠员工工资，大家可以去查验，欢迎来应聘。”
不少人闻声围拢过去。

BOSS直聘研究院院长常濛向记者介绍，
现在已经进入春招旺季，节后这一段时间，河
南省的招聘规模和求职者规模快速扩大，处在
快速上升阶段，供需两端活跃程度整体上较往
年都有提高，“对企业和求职者来说，这个春季
是值得好好把握的机会。”

“春节过后是返岗复工高峰期，也是求职
招聘旺季，更是农村劳动力尽快实现就近就业
的重要窗口期，时间段不容错过。”郑州市人社
局农民工工作处处长牛立勇介绍。

常濛说，2021年以来，我们看到河南制造
业的升级转型速度在加快，前沿数字技术、人
工智能技术在传统制造业中的渗透率提高，出
现了更多的岗位需求，来自专精特新企业的技
术人才需求也在提高，这些用工趋势也体现在
现今的春招过程中。

河南华军机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招
聘负责人介绍，公司今年打算招聘20多名技术
员、工程师，目前只招聘到四五人，缺口不小。

技能人才是我省调结构、创新性发展的宝
贵财富，也是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稳定就业
的关键。为此，今年我省推动建设一批职业本
科大学，建设与技术进步、产业发展相匹配的
职教体系，计划新增技能人才 240万人，新培
养高技能人才80万人。

供需两端对接旺

在郑州市举办一系列现场招聘会的同时，

全省各地的返岗就业举措也“此起彼伏”。
2月 10日、11日，焦作市人社部门举办“春

风行动”线下专场招聘会，线上招聘会持续进
行。2月 15日，开封市人社部门举办的 2022
年美丽家乡专场招聘活动成功举办……

2021 年，河南人社系统各项目标任务圆
满完成，全省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125.39 万
人。根据省人社厅定下的目标，2022 年力争
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110万人以上。

“一年之计在于春。做好节后就业工作对
实现全年就业工作目标具有重要意义。”郑州
大学考试与人才测评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
师王文成说，就业工作开门红，既能显出企业

活力、调动企业动力，又能增强市场、就业者信
心，为我省实现全年就业目标奠定良好基础。

比如，餐饮行业是吸纳就业群体的重要
行业，河南省餐饮与住宿行业协会一工作人
员介绍，全省餐饮住宿企业 44万家左右，从业
者 800万人以上，河南省内除个别地方外，目
前全省餐饮住宿行业企业已经恢复正常营
业，为很多人提供了就业岗位。

省人社厅党组书记、厅长张国伟称，今年
1月以来，全省人社系统加强劳动力市场、人
才市场、零工市场建设，持续办好公共就业专
项服务系列活动，组织开展“春风行动”“就业
援助月”等各类线上线下招聘活动，有效促进
求职需求与企业用工信息精准对接。

春招季找工作有技巧

根据智联招聘大数据显示，节后开工第一
周，在招聘需求前 10行业中，互联网/电子商
务、计算机软件行业的招聘需求规模较大，占
比合计接近两成。招聘需求同比增幅前 10行
业中，物流/仓储行业岗位需求旺盛，职位数增
幅排名第一。

招聘会现场，一些现象同样值得思考。
郑州真好科技集团招聘工作人员刘女士说，
根据她的观察，有些年轻人找工作目标性不
强，到处转到处投简历，岗位之间的关联度并
不高，缺乏个人职业规划。

据此，专业人士给出应聘“三部曲”，助您
工作成功。

1.明晰自己的求职方向
很多人没有找到心仪岗位的原因之一，就

是缺乏职业规划，对个人的求职方向和求职岗
位存在模糊任职，随便投递简历，目标性不强，
这样不但效率不高，还容易产生自我怀疑，消
磨对自我能力的信任，浪费黄金求职季。

2.认真对待重要应聘机会
求职并不是只要将简历投递上去，面试

随便聊一下，就能拿到工作的事。
从简历制作开始就要积极准备，基本原

则包括保持简洁、易于阅读等。除了投递、发
送简历，还可以附上诚恳求职信，解释自己的
求职意愿、重要技能，以及自己在今后可能如
何为公司业务发挥价值等。

3.面试展示性格魅力
线下面试是面对面的交谈，不管自我介

绍还是问题回答，面试官观察的是你的语言
表达和逻辑思路是否清晰，判断性格和潜
力。如今线上面试渐多起来，这更得注意选
择干净整洁安静的面试环境，提前准备好视
频工具，确保视频正常，面试中保持适中的
语音语调，不要有太多小动作，转笔、托下巴
等。7

整治行动初见成效

为体验在国道、省道上行车是否顺畅，记
者 2月 12日从郑州出发，沿途经许昌市、漯河
市、周口市、驻马店市、信阳市等省辖市内的多
条国道、省道驾车行驶。其间，走过的国道有
107 线、344 线、230 线等，省道有 223 线、224
线、328线、319线、339线等。记者的感受是，
与数月前相比，国道、省道上的通行效率有所
提高，交通拥堵现象大为减少。其中，有两段
穿越乡镇所在地的干线公路，改进措施比较到
位，给记者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一段是国道 230 线驻马店市汝南县金铺
镇附近。未进入该集镇之前，路前方的路牌上
提示：“前方进入乡镇农贸市场，请减速慢行。”
这让记者心里不由得有些紧张，甚至做好了要
堵一会儿车的心理准备。然而，车到跟前却发
现，预想中的堵车现象并未出现。虽然车速不
算高，但这段路在车辆通过的时候显得井然有
序。原来，这里的道路是经过改造的，道路两
侧各修筑了一排花坛，花坛中栽植了一些美观
的树木。这两排花坛，将两侧的商铺与用于通

行的主干道完全隔离开来，这样在公路上就不
存在摆摊设点现象了。在集镇的中心路口处，
设有红绿灯，车辆、行人按交通信号灯的指示
通行，秩序也比较好。

另一段是省道 339 线信阳市新县千斤乡
政府附近。此处在 2016年年底曾发生过重大
交通事故，一辆运输矿石的货车行驶至新县千
斤乡主街道时因制动失灵，冲向正在赶集的人
群，当场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记者 2月 13
日来到此处后发现，除了道路上增设了连续减
速带、路边设置了每小时限速 30公里标牌外，
道路两侧也栽植了行道树，两侧的商铺门口已
经没有摆摊设点现象。据当地群众介绍，所有
的商铺经营摊点都转移到另一条不临公路的
街道上去了。

“马路市场”依然存在

但在有些公路沿线的部分路段，“马路市
场”依然存在。2月12日上午9时许，记者自漯
河市临颍县前往周口市西华县，沿国道 344线
行至临颍县三家店镇时发现，许多临时摊点形
成了一个农贸市场，挤占了行车道，原本主干

道有双向4车道的，但两边被各占一条道，就只
剩下两条车道了。而且，不时有行人在马路上
横穿而过，交通秩序颇为混乱，车辆至此通行
很不顺畅，堵车现象时有发生。

当天上午，在周口市商水县大武乡政府所
在地附近，省道223线与224线交会处，公路两
边散乱地分布着一些摊点，一些车辆停放在公
路上，由此也造成了交通不畅。

此外，在驻马店市上蔡县华陂镇政府附
近，省道 223线自此经过，道路两侧的摊点紧
邻公路，一些前来购物的人将车停在了公路
上，影响了车辆的正常通行。

除了部分国道、省道外，一些县乡公路上，
农贸市场挤占行车道的情况也不少见。据群
众反映，一些地方的“马路市场”长期存在，虽
然也曾有过整治，但颇为顽固，一直未能彻底
改观。

部分路段坑洼不平

记者驾车自郑州至信阳的 400 多公里长
的路途上，特意避开高速，全程走的是国道、省
道或县乡道路，这一路下来，发现了另一个影

响行车顺畅的因素，即部分路段坑洼不平现
象。

国道 107线途经许昌市区附近时，因为道
路改造施工，很多路段道路狭窄，路面坑洼不
平，加上双向混行，平均车速不足每小时 40公
里。

尤为严重的是，国道 344线自漯河市辖区
进入周口市辖区后，道路上大坑小坑众多。有
时候，明明看上去挺宽阔的一条公路，可车速
就是提不起来，所有的车都像是摇摇车一样晃
荡行进，即便是骑电动自行车或摩托车的人也
只能慢慢地“一蹦一蹦”地骑着走，看上去颇为
滑稽。这样的道路，时好时坏，前后总长度约
10公里。

据附近群众反映，当地不少人在这样的路
上吃过苦头，经常有人喝酒后或夜晚骑摩托车
跌倒在路上摔伤。一些拉货的货车司机也不
敢走这段路了，因为剧烈的颠簸会使车上的货
物发生挤碰，造成货物损坏。

采访中，一些群众听说我省正在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集中整治交通专项行动，都感到很振
奋，同时也期盼着能让国道和省道通行更顺畅
些。7

热点关注

春招大幕开启，求职需做准备

记者调查

期盼国道、省道通行更顺畅

春节过后，我省返岗复产渐

入热潮，春招求职就业大幕开

启。

“没想到刚过节，参加招聘

会的人就这么多。场馆限流，得

耐心等待排队进馆。”应聘者如

是说。“这两年虽然受疫情影响，

但公司发展还算平稳，今年决定

扩大生产规模，所以来招聘人

才。”招聘者信心足。

应聘者如流，招聘者也是着

眼长远，就业供需两旺，全省人才

市场呈现出春天般的蓬勃动力。

□本报记者 王向前
本报通讯员 孙琦英 付鹏辉

去年，省交通运输厅印发了

《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交通专项

行动方案》，提出 2021 年 11 月至

2022年 5月在全省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集中整治交通专项行动。其

中一项内容是，依法治理违章占道

行为。加强对公路过集镇路段监

督检查，依法查处整治公路范围内

摆摊设点、占道经营等现象，加快

取缔“马路市场”，努力实现无摆摊

设点现象。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时

间已过半，其成效如何呢？近日，

记者就此问题进行了调查采访。

□本报记者 汤传稷 文/图

国道344线临颍县三家店镇路段。7 马路市场影响车辆通行。7 省道223线商水县大武乡路段。7

上图 求职者
在招聘会现场进
行咨询。7

下图 招聘企
业在向求职者介
绍企业情况。7

均为本报记者
邓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