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是不同时间、面向不同就
业群体，举办针对性的公共
就业服务活动

●就业援助月活动

●春风行动

●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
专场活动

●民营企业招聘月活动

●残疾人就业帮扶活动

●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活动

●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行动

●就业帮扶行动周活动

●金秋招聘月活动

●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
服务周活动

10项就业服务系列活动

文字整理/王向前

□本报记者 王向前 本报通讯员 高伍

疫情影响下，就业工作如何有序高效
开展？稳岗需求中，政策如何精准发力？
就业道路上，社会如何温暖求职者？5月
28 日，我省稳就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
开，分析当前我省就业面临的形势和问题，
安排部署下一步稳就业重点工作。

全省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今年以来，我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落实落细稳就业政
策措施，全省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据发布会介绍，1—4月份，全省城镇
新增就业 42.97 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
17.17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6.43
万人；扶持 2.05 万人自主创业，带动和吸
纳就业7.44万人。

高校毕业生就业，是稳就业的重中之
重。今年，我省应届高校毕业生 81.7 万
人，占全国十三分之一。截至 5月 26日，

我省高校毕业生落实去向 32.5万人，去向
落实率 39.79%，和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为
实现年度就业目标任务奠定了良好基础。

政策应出尽出应出快出

会议要求，我省各地要抓好各项政策
落实，同时要根据本地特点，出台更详细的
就业促进政策，稳就业政策要应出尽出、应
出快出，帮助市场主体纾困发展，助力广大
就业主体就业，坚决防止出现区域性、行业
性、规模性失业。

我省于 5月 26日印发《稳就业若干政
策措施》，提出了 6 个方面 16 条具体措
施。与以往相比，这些措施的力度更大。
比如，加大个人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力度，由
原来的财政贴息 58%调整实行财政全额
贴息，相当于个人创业担保贷款不用个人
再承担利息。

此外，大力度的政策内容还包括扩大
见习规模，加大教育、卫生岗位招聘力度，
着力稳定市场主体等方面。

精准高效畅通“桥梁”服务

会议围绕稳就业目标，要求进一步加
强技能培训，在停工、待岗、裁员、减员增多
的情况下，加大补贴性培训力度，增加培训
规模；加强和改进就业服务，充分调动各类
就业服务机构的积极性，推动公共服务机
构触角向基层延伸，发挥经营性机构的专
业优势等。

会议提出，要深入开展“10+N”服务
系列活动，适当加密招聘频次和力度，持续
举办大中城市联合招聘、民营企业招聘月
等活动，积极举办专业化、小型化定向招聘
供需对接会，实现招聘活动不停歇、就业服
务不打烊。

围绕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要求
把就业状况作为衡量高校教育质量的“晴
雨表”，在教育体制、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
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人才培养与社会需
求精准对接，全力确保高校毕业生就业稳
定。③7

深入开展“10+N”服务系列活动

着力稳就业 服务惠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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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纪瑄

食为政首，粮安天

下。我省作为粮食大

省，肩负着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的重任。省纪

委监委始终牢记“国之大者”，紧盯耕地

红线、粮食购销、餐饮浪费三个关键，打

出保障粮食安全“组合拳”，以强有力的

监督全力守护“中原粮仓”。

“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耕地是

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是事关十四亿中国人吃饭的重大

问题。纪检监察机关要立足“监督的再监

督”，坚决查处乱占耕地建房背后的腐败

问题，严格追究在耕地保护方面有令不

行、有禁不止、失职渎职行为，坚决遏制耕

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

“粮仓满、天下安”。粮食从种到收

“颗粒归仓”，从储到销“毫厘不差”，关

键时刻要“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但是，从查处的涉粮腐败问题来看，有

的内外勾结“靠粮吃粮”，有的以次充好

“暗度陈仓”。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化粮

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紧盯粮

食收购、储存、销售等关键环节，紧盯内

外勾结、设租寻租、权钱交易、利益输

送、滥权妄为等重点问题，坚决清除粮

食购销领域“硕鼠”“蠹虫”。

“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不

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一

以贯之的优良作风。餐饮浪费现象，不仅

是滋生“舌尖上腐败”的温床，更对国家粮

食安全造成了威胁。纪检监察机关要严

肃查处公务活动大吃大喝、超标准接待，

严肃查处党员干部餐饮奢侈浪费、摆阔攀

比，严肃查处婚丧嫁娶大操大办、铺张浪

费等问题，大力整治浪费之风，切实遏制

公款消费中的各种违规违纪现象。

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不

能丝毫麻痹大意。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

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始终绷紧粮食安

全这根弦，立足职能职责，压实责任、久

久为功，确保“中国碗多装河南粮”。2

“三管齐下”守护“中原粮仓”

□本报记者 刘勰
本报通讯员 刘淑娟 祁诗华

“违建房屋都拆了，整理出来的土
地我们全种上庄稼，今年的收成好着
呢！”近日，面对回访的纪检监察干部，
开封市禹王台区汪屯乡张庄村的村民
们高兴地说。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守住耕
地红线，就是守护“中原粮仓”。近年
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立足“监督的再
监督”，在开展“大棚房”问题整治“回头
看”、推进违建别墅专项监督的基础上，
持续开展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
工作专项监督，以严肃执纪问责督促职
能部门履行主体责任，用“长牙齿”的硬
措施保护耕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为了加大线索查办力度，我们一
方面加强与专项整治相关部门沟通协
调，建立机制对新增问题线索实时跟

进；另一方面对 2013年以来收到的问
题线索大起底，确保线索清仓、案件清
结。”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南阳市纪委监委建立全市农村乱
占耕地建房问题线索处置台账，筛选问
题线索 61件，分 4批挂牌督办，确保问
题查核清楚、处理处分精准、违法现象
消除。周口市纪委监委充分发挥“信、
访、网、电”综合平台作用，聚焦违建别
墅、“大棚房”、占用耕地绿化造林、挖湖
造景等违法违规占用耕地问题开展同
步监督。

“荥阳市贾峪镇贾峪村村务监督
委员会原委员陈明林在未取得合法用
地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占用贾峪镇贾
峪村北陈村民组土地 9252.32 平方米
建厂房，其中占用基本农田 1750.11平
方米……陈明林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
问题。2020年 12月，陈明林受到留党
察看一年处分。”这是省纪委监委通报
的党员干部涉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典型
问题。

为了持续强化查处惩治，纪检监察
机关紧盯顶风违纪、整改不力问题，紧

盯乱占耕地建房背后的腐败问题，紧盯
不作为、乱作为、失职失责问题，紧盯走
过场、假整改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坚持从严从快查处，重点问题线索
挂牌督办，及时通报曝光，释放坚决遏
制乱占耕地建房的强烈信号。今年前
4个月，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党员
干部涉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177起，
处理374人。

“我这个错真不应该犯，今后不会
了！”接到处分决定书时，开封市祥符区
杜良乡米寨村村委干部王某某一脸懊
悔。

原来，王某某在未经依法批准的情
况下，违规占用了米寨村 3561.97平方
米的耕地建造养老院，被处以党内警告
处分。该乡纪委把处分送达现场变为
警示教育课堂，在全乡范围内开展以案
促改。

（下转第二版）

近年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立足职能职责，紧盯

耕地红线、粮食购销、餐饮浪费等关键环节加强监督，

用“长牙齿”的硬措施守护“中原粮仓”。今日起，本报推出系列报

道，详细展现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保障粮食安全的担当作为。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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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敏）专项补助资金、高速通行
费差异化优惠、油价补贴、减免税费……5月30日，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该厅联合省财政厅出台
交通运输行业助企纾困十条政策措施，助力行业健
康稳定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受出行需求减少、防
疫支出增加等影响，交通运输企业经营受到较大冲
击。按照我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要求，交通运输、财政两部门推出十条助企纾困
政策措施。

据了解，我省将通过成品油转移支付资金，安
排省级专项补助6000万元，根据疫情防控情况、复
工复产进度、交通项目投资完成比例、客货运周转
量等因素，切块拨付到位。在继续执行现有绿色通
道、跨区机收车辆免收通行费政策的基础上，实施
高速公路通行费差异化优惠政策，即从6月1日至
8月31日，对纳入“四保”白名单企业的自有客货运
车辆和承担为“四保”企业物流运输服务的车辆，通
行我省境内高速公路，给予通行费20%优惠。

我省将安排油补资金，对农村客运企业和符
合条件的出租车、城市公交企业进行补贴；对国家
公交都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城市给予奖励。同
时，增加车购税补助规模，重点支持公路、水路和综
合货运枢纽、集疏运体系建设、灾后重建项目等。
加大税费减免力度，对交通运输领域执行“六税两
费”减免政策，将范围扩大至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期限至2024年12月
31日；2022年免征轮客渡、公交客运、地铁、城市
轻轨、出租车、长途客运、班车等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增值税。今年6月底前，我省交通运输行业小微企
业存量留抵税额力争全部退还到位，增加小微企业
的资金流动性。

滴灌“中小微”，离不开金融活水支持。我省提
出，对受疫情影响暂遇困难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
者、中小微物流配送（含快递）企业提供专项再贷款
支持，利率1.75%。对2021年7月1日以来贷款到
期但还本困难的道路客货运、出租、驾培、维修等交
通运输领域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金融机构通
过续贷、展期等方式，给予临时性延期还本安排。

此外，实行营运车辆年审业务“延期办”。对营
运车辆逾期未年审的，统一延长3个月办理期限；
延期办理期间，对营运车辆未年审的不予处罚。

此次措施涵盖财税、金融等多方面，涉及政策
面广，协调落实工作量大。我省要求，各地要结合
实际情况，梳理行业发展难点、堵点，把握好政策时效性，及时跟踪研判
行业企业恢复情况，出台有针对性的专项配套支持政策，确保政策有效
传导至市场主体，支持企业纾困发展。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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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李家超

习近平向第二次中国—太平洋
岛国外长会发表书面致辞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

□本报记者 杨凌

5000 年不断裂的中华文明
史的起点到底在哪里？诸多文献
记载都指向河洛地区。

2020年5月7日，郑州市文物
考古研究院公布重大考古成果：经
考察论证，认为双槐树遗址为距今
5300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
遗址，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域，建
议命名为“河洛古国”。5月27日，
记者走进巩义双槐树遗址，寻找

“最早中国”灿烂文化的密码。
双槐树遗址，这座仰韶文化中

晚期巨型聚落遗址就坐落在黄河南
岸的高台地上，恰好位于伊洛汇流
入黄河处的河洛镇上。这里有着诸
多“中国之最”：勘探确认遗址面积
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
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具有最早瓮
城结构的围墙；这里有目前发现的
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
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
阶、一门三道；这里有4处共1700
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
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
内的夯土祭坛遗迹，在仰韶文化遗
址中属首次发现……在诸多文物
遗迹中，最令大家津津乐道的，莫过
于“北斗九星”和“家蚕牙雕”。

“这是一处用 9 个陶罐摆放
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
工作人员介绍，这表明当时中原
先民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天象
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
业，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
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
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
考古学证据。

在双槐树遗址，还发现了国宝
级文物——中国目前发现时代最
早的蚕雕艺术品。专家认为，牙雕
蚕的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双槐树遗
址的发掘初衷就是寻找丝绸之源，
它与青台遗址等周边同时期遗址
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
证了5000多年前黄河中游地区的
先民们已经会养蚕缫丝。

凭借诸多耀眼的新发现，双
槐树遗址先后入围“2020年度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百年百大考
古发现”，被考古专家誉为“早期
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
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
址，挥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

“巩义双槐树，有座仰韶城。为览
龙图便，紧临大河边……春蚕勤
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
神州大风光！”③8

双槐树遗址：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零容忍守护耕地红线零容忍守护耕地红线
——监督保障粮食安全系列报道之一

非常之年战三夏夏

许昌市建安区陈曹乡优质专用小麦高产示范田许昌市建安区陈曹乡优质专用小麦高产示范田
丰收在望丰收在望（（55月月2828日摄日摄）。）。⑨⑨66 牛书培牛书培 摄摄

“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
——习近平关心科技工作者的故事 02│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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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