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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变行动
灾后重建蹄疾步稳

鹤壁市淇县赵家渠沿岸的 5座桥
梁重建工程项目工地焊花飞溅建设
忙，大型机械穿梭有序，工程防洪标
准提升至 50年一遇；开封市尉氏县的
养老院，水毁房屋与外墙已经焕然一
新……

今年1月 30日，国务院批复《河南
郑州等地特大暴雨洪涝灾害灾后恢复
重建总体规划》，明确经过三年的努
力，全面完成灾后恢复重建任务，灾区
防灾减灾能力得到显著提升，生产生
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全面恢复
并超过灾前水平。在该总体规划的指
导下，我省灾后重建工作加速推进。

走进浚县小河镇袁庄村，灾后重
建成效明显，一座座崭新的徽派楼房
错落有致，平坦的水泥路四通八达，还
有精致小游园点缀其中，目之所及，风

景如画。“今年粮食丰收，还住进了新
房。”村民刘瑞勤坐在院里，笑得合不
拢嘴。

有群众搬新家，有水毁道路重
建，有水利工程加固，有高标准农田
修复……

根据该总体规划的“1+N+X”统
一规划体系，全省上下形成了任务明
确、边界清晰的“一盘棋”。全省灾后
重建工作实现了上半年时间任务“双
过半”目标，受损住房重建、水毁水利
工程修复等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能
源、通信、产业扶贫等重建项目已全部
完工。

截至 6 月底，全省灾后恢复重建
规划内项目已开工 19513 个、开工率
98.2%，基本实现应开尽开。已完工
17394个、完工率87.5%。

又到最吃劲的防汛关键期，我省
坚持人民至上、科学施策，从偏远村庄
到喧闹都市，从各级政府到民间力量，
早预警早防范，抓细抓实，努力握牢防
灾减灾主动权。③7

推进清廉河南建设，是着眼于现代化河南建设

大局的重要部署，省委《关于推进清廉河南建设的

实施意见》提出全面推进“四大工程”，规划实施“十八项行

动”，明确了“规划图”和“任务单”。即日起，本报推出清廉河

南建设系列访谈，请相关专项行动牵头单位负责同志谈认

识、讲举措，推动各项行动齐头并进，确保清廉河南建设落细

落地、取得实效。③5

编者按

●● ●● ●●

要闻│042022年7月21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李晓星 赵若郡 美编 王伟宾

学校概况

郑 州 信 息 工 程 职 业 学 院 始 创 于
1989年，是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教
育部备案的全日制高等职业院校，位于
中原城市之心郑州，地理位置优越、交
通便利。学校西邻郑州高铁西站，东邻
奥体中心，地铁十号线通畅直达。学校
以工科为主，目前设有 7个院系和 2个
教学部，开设了涵盖信息、工程、管理、
经济、艺术等领域的 30多个专业，创新

培养各行业紧缺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建校三十多年来，学校秉承“厚德崇

信 博学尚技”的校训，以“双高专业群”建
设为契机，全力打造区域特色鲜明的一流
专业群。同时，学校不断深化“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着力实现与企业在教学师资、
课程专业、实习实训等方面资源的共享。

学校规划占地面积 1200 亩，拥有
一支教学经验丰富、知识结构合理、爱
岗敬业、奉献进取的教师队伍，教师中
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占 35％，在教学

和科研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学校
与英国罗伯特高登大学、加拿大圣克莱
尔学院、韩国又松信息大学建立学分互
认、专业课程对接的国际合作渠道，目
前已与全球 11 个国家和地区的 27 所
知名高校、研究机构建立友好沟通渠道
和师生交流平台，为师生的国际交流和
学术深造提供广阔国际平台。

兴办学生高兴，企业满意，家长放
心，教工幸福，政府支持的现代职业教
育是学校的奋斗目标。 三、福利待遇

1.录用人员与学校签订正式聘
用合同，人事关系由郑州市人才交
流服务中心代理；

2.缴纳五险一金；
3.学校为教职工提供年度健康

体检；
4.享受国家法定节假日及带薪

寒暑假；
5.节日享受学校工会福利；
6.学校设教工餐厅，在教工餐

厅就餐可享受就餐补助；
7.新入职员工可享受住房补

贴；

8.学校根据教学安排，提供国
内外进修、培训机会；

9.符合条件的人员可优先购买
教职工福利房；

10.符合“智汇郑州”人才工程
补助条件者，可享受每月 500元—
1500元生活补贴及 2万—10万元
的购房补贴。
四、报名方式

请将个人简历、身份证、第一
至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在校成绩
单、第一至最高学历学信网电子注
册备案表、资格类证书、荣誉类证
书等材料的电子版打包成压缩文

件，以附件形式发送至学校人力资
源处邮箱（zxrsc001@126.com）。

1.邮件标题请注明 XX（应聘
部门）—XX（应聘岗位）—XX(专
业)—XX（学历）—XX（学校）—
XX（姓名），如：信息学院—计算机
网络教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士—郑州大学—张三；

2.个人简历应包含学历、工作
经历，是否党员、家庭住址、所获荣
誉、职称、科研成果、最快上岗时间
等情况。

联系人：许老师
联系电话：0371-64968009

郑州信息工程职业学院招聘公告

一、高层次人才引进（年薪制）
部门

专业教师

院系教学秘

书

行政干事

图书馆
董事长秘书

专业

学前教育
机电一体化
电子商务
物流管理
工程造价
计算机网络技术
软件技术
信息学院
艺术与教育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建筑工程系
机电工程系
旅游与酒店管理系
教务处
学生处
总务处
校长办公室
馆长
董事长秘书

数量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要求

全日制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本、硕重点院校毕业，任教相关专业，有行业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全日制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本、硕重点院校毕业，应聘院系相关专业，有行业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全日制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本、硕重点院校毕业，理工科类专业。

高级职称，图书馆相关专业，有高校图书馆管理工作经验优先。
全日制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本、硕重点院校毕业，理工科类专业，文笔优秀，善于沟通协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部门
旅游与酒店管理系

机电工程系

信息学院

艺术与教育学院

专业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工业机器人
新能源汽车

信息安全技术专业
计算机网络专业
计算机应用专业

大数据专业
学前教育

人物形象设计
室内设计

数量
1
1
1
1
3
3
1
1
1
2

要求

全日制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任教
相关专业，有技师以上职业资格
优先，有中级工程师以上职称优
先，有行业相关工作经历优先。

二、教师岗位

学院公众号

□本报记者 刘勰

“省委《关于推进清廉河南建设的
实施意见》提出要实施清廉机关创建
行动，具有重要意义。”7月 20日，省委
直属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李云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必须有效发挥党政机
关在清廉河南建设中的龙头带动作
用，切实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纪律建
设、作风建设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上
作表率，稳步走好“第一方阵”。

党政机关是党员干部最集中、权
力责任最集中的地方。李云告诉记
者，要把规范权力运行、推动清廉用权
作为清廉机关建设的关键。各级机关
要严格执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
和重大决策程序规定，进一步规范领
导班子决策行为，并针对重点部门、重
点领域、重点环节和重要岗位，查摆权
力运行风险点、完善权力清单，健全推
进权力公开规范高效运行的法规制

度，建立权力运行可查询、可追溯的反
馈机制，完善党务政务信息公开平台，
以深化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带动其他
领域办事公开。“要通过创新管理制
度，强化制度执行和监督，健全风险防
控体系，推动形成用制度管权管事管
人的长效机制，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
行。”

良好的党风政风能带动民风社风

向上向善向好。李云认为，要把加强
作风建设作为清廉机关建设的重要任
务，以全省“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
契机，健全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持
续开展机关作风监督执纪明察暗访，
有效纠治“怕、慢、假、懒、乱”等机关
病，深化“机关带系统转行风”评议活
动，全面提升作风建设质效。要把“放
管服效”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

效作为检验作风建设成效的“试金
石”，努力做到全链条优化审批、全过
程公正监管、全周期提升服务，构建起
廉洁高效政务环境，助推打造一流营
商环境。

李云表示，要把清廉机关创建行
动与党支部建设提质工程高度统一起
来，与模范机关创建、精神文明创建有
机融合起来，将崇廉尚洁纳入党支部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传承
发扬党内政治生活优良传统，教育引
导党员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永葆清廉本
色，勇于担当负责，推动清廉机关创建
不断向基层延伸。“具体在实践中，要
通过实施一系列廉洁文化进机关活
动，培育打造一批机关廉洁文化品牌，
推动形成以清为美、以廉为荣的机关
党员干部价值取向，不断打造对党忠
诚、为民服务、勇于担当、作风优良、廉
洁务实的机关干部队伍形象。”③5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受西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东退南落和低涡东移共
同影响，7月 20日，省气象台预测，本
周五前后我省将出现新一轮大范围降
水。由于近期雨水频繁，需注意城市
内涝、农田渍涝等灾害发生。

据预测，本次主要降水时段在
22 日，淮河以北有小到中阵雨、雷阵
雨。由于雨量分布不均，黄河以北和
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许昌、平
顶山、商丘西部、周口北部、南阳北部
部 分 县 市 有 大 雨（25 毫 米 ~40 毫

米），局部暴雨或大暴雨（50 毫米~
120 毫米，个别站点超 150 毫米），局
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
流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 50 毫米~
80毫米。

由于北中部前期降雨频繁，部分
地区土壤已偏湿，需关注 22日局地强
降雨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
流洪水和城市内涝、农田渍涝等灾害
的气象风险。相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属
地气象台站发布的最新气象预报预
警，及时防范应对。③7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范坤鹏

7 月 20 日一大早，骤雨初歇，空
气清新，在新安县城关镇安乐村河堤
的“乐道”上，村民李向丽加入了“晨
练大军”。一片欢声笑语中，“乐道”
逐渐热闹起来，成为村民们的露天

“体育场”。
近年来，健身逐渐成为安乐村的

新风尚。这得益于近年来新安县实施
的涧河生态河谷综合整治行动，从此，
安乐村旧貌换新颜，呈现出一幅水清、
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

涧河治理只是新安县推进“八河
一渠”治理工程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新安县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战略机遇，以城市建设提质为
抓手，强力推进“八河一渠”治理工程，
实现“一河清水送洛城，一道绿色通洛
城”的生态对接，满城新景入画来。

“八河一渠”治理工程，即采取河
道整治疏浚、岸坡防护加固、生态修复
美化等措施，对涧河、畛河、金水河、磁
河、青河、皂涧河等 6条河流及邙山渠
进行综合治理，对洪阳河、仓田河实施
小流域“两清一护”治理。

在“八河一渠”治理工程中，新安
县共治理河道 86.63 公里，总投资 6.7
亿元，全力打造水清河畅、岸绿景美、
生态宜人的水生态环境，提高城镇水
安全保障能力。

做足“水文章”，不仅让新安县擦
亮了生态底色，也让群众有了更多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新安县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截
至目前，新安县在水资源分配上已构
建了蓄、引、提、调相结合的格局，比

如，依托青要山峡谷地段实施了青要
山水库建设工程，蓄住地表水，以弥补
引畛济涧工程在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
期间水位下降的不足，保证 110天向
县城自流供水。同时，实施三河水厂
和三河供水枢纽工程，向县城、铁门镇
和新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日供水达 5万
吨，实现了生产水、生活水、生态水“引
得来、留得住、用得好”的目标，有效提
升了群众的“用水幸福指数”。

新安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八河一渠”治理工程正在有序推
进，预计12月底全部竣工。工程完工
后，可有效提升新安县域内水生态环
境，筑牢防汛屏障，打造水美乡村，改
善周边居民居住环境，实现“水清、岸
绿、路畅、惠民”目标。③8

新一轮降水来袭
提醒防范城市内涝和地质灾害

创建清廉机关 走好“第一方阵”
—清廉河南建设系列访谈之一

环境就是民生，聚焦“水文章”，打

好“生态牌”，这是新安县坚持生态惠

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的生动实践。

全力治理“八河一渠”，绘就新安

水美画卷。新安县从人民群众反映最

集中、感受最强烈、期盼最迫切的问题

入手，强力推进治理工程。如今，这里

生态环境宜居，鸟语花香相伴，文明新

风传递……置身其中的每个人也都逐

渐成为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和

受益者。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把河渠“穿

珠成链”，做足“水文章”，只是新安县

擦亮生态底色的第一步，回应群众对

生态环境的美好期盼，让他们有更多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需要做的还有很

多。③8

记者手记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李乐
乐）7月 20日，由省水利厅主办、省河
湖事务中心承办的 2022 年河湖普法
依法治理工作宣传活动在信阳市出山
店水库举行，主题为“复苏河湖生态环
境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出山店水库自下闸蓄水以来，水
库周边填库造地、乱堆砂石、网箱养鱼
等违规违法活动，威胁水库水质安全
和生态安全，省市通力协作，库区专项
整治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记者在现场看到，为提高河湖普
法的长效性，扩大水利普法的社会效
果，省河湖事务中心筹措了普法资金，
为出山店水库制作了河湖事务保护法
律宣传栏，在沿库区周围的重要交通
路口、重点部位、村庄等30处设置。

为维护良好河湖秩序，自 3 月份
以来，省水利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防
汛保安专项执法行动，一大批严重妨
碍河道行洪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查处
整改，有力确保全省河道水库安全度
汛，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奠
定了良好基础。

“此次活动历时 60 余天，共出动
水行政执法人员 30917 人次、执法车
辆 11143台次，巡查河道 152240.1 公
里，巡查水域面积 82818.3 平方公里，
查处水事违法问题线索 1507条，立案
59起，挂牌督办线索和案件9起，移交
公安机关案件线索 2起。”省河湖事务

中心主任王学顺说。
同时，持续开展河湖暗访巡查，确

保“清四乱”无死角。通过统筹安排
“四片一线”河湖暗访、核查、复核工
作，今年以来，共发现河湖“四乱”问题
210 个，核查妨碍河道行洪问题图斑
262个、群众举报线索12条，目前问题
全部整改到位。开展丹江口水库问题
清单专项核查工作，对 497个“四乱”
问题整改情况进行现场复核，确保一
渠清水永续北送。

为完善河湖管理保护体系，自
2022年 5月起，省水利厅联合省公安
厅，在全省范围开展为期 7个月的保
护水资源复苏河湖生态环境专项执法
行动。目前，第二阶段专项执法行动
正在有序推进，市县两级水利行政主
管部门正在重点对年许可地下水 5万
立方米以上、地表水 20 万立方米以
上、工业园区内的取用水户进行拉网
式排查，登记造册，建立问题整改台
账。

“今年以来，我们先后在全省扎
实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宣传效果显著
增强，执法力度持续加大。”省水利厅
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李定斌表示，
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河湖
生态环境，严格执法监管，严查破坏
河湖生态环境行为，切实保障河湖生
态安全。③7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河湖生态环境

我省扎实开展多个河湖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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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减灾，我们一起行动新安：做足“水文章”答好“民生卷”

大美中国大美中国··魅力河南生态行魅力河南生态行

雨后天晴，辉县
薄壁镇太行山大峡谷
云海缭绕、峰峦叠翠
（7月14日摄）。近年
来，辉县践行绿色发
展理念，生态系统功
能持续提升。⑨6 本
报记者 聂冬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