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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您打探

帮您呼吁

刚刚进入城市的务工者们可能都会觉

得很茫然：这么大的城市怎么去找工作？

其实，现代都市是个典型的信息社会，每时

每刻都在为你提供着用人单位五花八门的

招聘信息。各种职介机构以其各自的形式

向务工者提供各类就业信息。本期继续邀

请郑州市人社局农管中心副主任顾珂，就

农民工在找工作时注意哪些问题作相关解

答，期望帮助更多务工者进城后顺利找到

工作。

全面准确评价自我

农民工：面对种类繁多的工作，怎样才

能判断出自己适合做哪类的工作呢？

顾珂：找工作前，需要务工人员做一个

全面、准确的自我评价，包括身体素质和文

化素质，确认自己适合什么行业和什么工

种，才能在找工作的时候提高成功率，增加

工作的稳定性。

首先，了解自己的能力特长，依据自己

的能力和特长选择擅长的工作。切记不要

眼高手低，明明自己不能做的工作却偏要

做，结果必然遇到挫折。

其次，了解自己的兴趣爱好，因为只有

对工作感兴趣，才会在工作中感到其乐无

穷。性格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一个少言寡

语的人从事商品推销工作是不合适的，一个

脾气急躁的人也难以胜任诸如校对、售货等

工作。

再次，了解所选择职业的素质要求，判

断自己适合哪种工作的依据。许多工作对

从业者的生理条件都有特定的要求，了解

自己的生理特点和工作对从业者身体条件

的要求，可以减少求职失误和工作挫折。

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工作的知识、技能的要

求。

怎么甄别招聘信息

农民工：进城后，面对各式各样的招聘

信息，应该怎么选择？

顾珂：初到一座陌生的城市，可先到当

地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这是由劳动部门

设置的正规的场所。在那里可以获得大量

的招聘信息，而且还可以获得人才市场和劳

动力市场的就业咨询和指导。

目前，就业信息是找工作的基础，你

掌握的信息越广泛，信息质量越高，就越

有适应城镇就业和生活的主动权。务工

者可以参加当地人社部门定期举办的招

聘会，面对面谈清楚工作要求也是一种方

式。当然选择时也不要光看待遇高低，还

要了解这个公司的信誉度，薪酬是否符合

实际岗位。值得注意的是，看到街头路边

散发的传单的招聘信息时，要辨别招聘信

息是否有时间限制，对应聘者的要求是否

明确。有些广告是为了敛财，内容含糊其

词，对于这类就业信息，一定要提高警惕。

需要注意的实际问题

农民工：找工作时，要注意哪些实际问

题？

顾珂：刚到一座城市，应该先了解你想

做的工作是不是已经人满为患。如果有许

多人都要从事这项工作，可能劳动力供给远

远大于需求，那么即使你费了很大的力气，

因竞争激烈，可能也得不到这个工作。

如果你想进城从事个体经营，那么就必

须提前做好这方面的政策咨询，到当地工

商、税务部门了解国家的有关规定，懂得怎

么办理营业资格和营业执照、如何纳税等程

序，了解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不要根据他人的好恶或评价选择工

作。每种行业或工作因为性质不同，在人们

心目中的地位也不一样，难免在人的心中有

高低贵贱之分。

在找工作时，一些人往往处在两难状

态，想干又怕艰苦，不艰苦的工作收入又

低。实际上，不可能存在一个既清闲，又收

入高，人人都可以做的工作。

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需要咨询，请致电

河南日报农村版“何难帮忙”热线：0371-

65795728。也可查阅顾珂主编的图书《我

要进城去打工》，中原三农网有连载，请点

击：http://www.zysnw.cn/。

武陟县乔庙乡马宣寨村牛战

喜：2005年经过贵报的帮助，我拿到

了跑了七年没有办成的独生子女父

母光荣证。谁知好景不长，2012年

末我被诊断出心脏病，并于2013年

1月在省人民医院做了瓣膜置换手

术，换了个机械瓣膜，欠了许多外

债，就靠我妻子一个月2000元的工

资来维持这个三口之家，生活过得

非常拮据。

两年后我身体各方面恢复得都

不错，也想早点把外债还完。毕竟

自己是一个男人，不想让妻子一个

人来支撑这个家。这两个月来为找

工作几乎跑遍了郑州，都是面试后

就录用，然后一体检，一看做过手术

就都不用我了。我还没有成为一个

无能为力的人，我也想有一份踏踏

实实的工作，也想为这个家，为这个

社会作点贡献。万般无奈之下我想

起了河南日报农村版“何难帮忙”栏

目，衷心希望能够得到“何难帮忙”

的帮助。

如果你想帮助牛战喜找工作，

请与本报“何难帮忙”联系，电话：

0371-65795728。

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我省

自2015年5月5日起，与部颁标准

接轨，实施新的高速公路车辆通行

费车型分类收费标准。

本次车型调整的方式为：客车

由三类调整为四类。一型车由10

座以下（不含10座），调整为小于等

于7座；二型车由10~30座（不含30

座）、23卧以下，统一调整为8~19

座；三型车由30座及以上、23卧及

以上卧铺，统一调整为20~39座；新

增四型车，40座及以上。

货车由六类调整为五类，采用

计重收费方式。一型车2吨以下，调

整为小于等于2吨；二型车2~5吨

（不含5吨）调整为2~5吨（含5吨）；

三型车5~8吨（不含8吨）调整为5~

10吨（含10吨）；四型车8~20吨（不

含 20吨）调整为 10~15 吨（含 15

吨），20英尺集装箱车；五型车20~

40吨（不含40吨），调整为大于15

吨、40英尺集装箱车；六型取消。如

计重设施出现故障，货车将采用按

车型分类计费。

帮忙记者焦莫寒

电话：13803866737

杞县集聚区官刘寨村农民刘克

政，2013 年利用在外打工学到的技

术，回家发展食用菌，现种植食用菌

20余亩，注册资金500多万元。刘克

政还向种植食用菌的农民提供科学的

种植方法，并提供优质服务，助农增

收，使种植食用菌的农民取得了很好

的经济效益。他在2014年成立了杞

县柏植农作物专业合作社，采摘的蘑

菇销售到郑州、开封等蔬菜批发市场，

带动村民共同走上致富之路，被村民

称为“蘑菇大哥”。

由于近期气温升高，现每日采摘蘑

菇1500余斤，销售成了难题，刘克政夫

妇和村民整日望着采摘的新鲜蘑菇发

愁。加上刘克政夫妇整日起早贪黑采

摘蘑菇，两个人都累出了病，住进了医

院。请大家帮帮忙，多渠道尽快把蘑菇

销售出去。联系电话：15890993339、

0371-23297111。

帮忙记者李相瑞

电话：15903991239

新野县城郊乡是远近闻名的春

玉米种植基地，前不久的一场及时

雨带来了“墒机”，农民纷纷点种春

玉米，面积达5000余亩。当前，刚

刚出土的玉米苗，绿茵茵长势喜人，

却招来横祸，成群结队的小鸟（喜鹊

最多）排开阵势向玉米苗袭来。为

了防止小鸟毁青苗，农民扎上草人，

刚开始稍有效果，持续两天，小鸟一

如既往。有的人拿起棍子去撵，甚

至点燃鞭炮驱赶，但也不是长久之

计，这些小精灵和人玩起了捉迷藏，

导致青苗被毁现象非常严重。肖庄

肖英半亩青苗被毁一多半，赵庄小

娃1.2亩青苗被毁三四成。

农民们无可奈何，只好向社会

求助，呼吁高人使出高招，救救青

苗！

通讯员齐国强

电话：15225677825

满足群众知情权和监督权
省高院公布全省183家法院190名新闻发言人名录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焦莫寒

刚进城，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杨青

“蘑菇大哥”愁销路
压力太大累出病

我省高速公路车型分类收费
明日起实施新标准

武陟县乔庙乡马宣寨村牛战喜

想找一份安稳的工作

小鸟作恶毁青苗
呼吁高人来支招

4月27日，记者从郑州市人社

局了解到，郑州市拟于近期招聘422

名公益性岗位人员，凡符合条件者

可于5月10日前报名。被录用的公

益性岗位人员上岗后，工资待遇为

郑州市最低工资标准1400元/月，

基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金按规定

标准缴纳，所需资金由郑州市财政

负担。

据了解，此次招聘的公益性岗

位和人数：“青春家园服务岗位”3

人，电话：0371-67178627；“社区

儿童之家公益性岗位”5人，电话：

0371-67180623；郑州黄河湿地自

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保护区协管员”

岗位10人，电话：0371-86017601；

“郑州火车东站出租协管员”岗位补

招4人，电话：0371-67189611；“交

通协管员”岗位补招400人，电话：

0371-68962631。

按照有关规定，公益性岗位人

员从郑州户籍的“4050人员”、“零

就业家庭”、登记失业的城镇复转军

人等就业困难人员中产生。

帮忙记者杨青

电话：13673366267

郑州招聘
422名公益性岗位人员

4月27日，记者从省高院获悉，省高院

已向社会公开公布全省183家法院190名新

闻发言人名录，这是我省历史上首次公布法

院系统所有新闻发言人的联系方式。

省高院新闻发言人徐哲介绍，截至目

前，全省183家法院全部设立新闻发言人，省

高院1人，中级法院22人，基层法院167人。

由法院政治部(处)主任、宣传科长(处长)、研究

室主任、办公室主任、业务庭长等担任。

徐哲说：“这次向社会公布190名新闻

发言人名录，在河南法院网的‘新闻发布厅’

都可以找到，是要进一步加大司法公开的力

度，满足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通过新闻

发言人架起法院与群众沟通的桥梁。”

据介绍，新闻发言人是法院形象的一个

代表，群众有相关的诉求或有司法要求，可

以通过新闻发言人，及时反馈给法院。新闻

发言人不少是业务庭长，可能正参加相关的

会议和庭审，如果电话打不通建议大家先发

个信息。

4月28日，帮忙记者从郑州市

人社局获悉，2015年郑州市市属46

家事业单位公开招聘312人，今年

招聘岗位丰富，包括管理及专业技

术、工勤、教师等岗位，除了要求专

业对口，还要求“能吃苦”。

此次招聘全部采取网上报名方

式，报名时间为5月6日9：00至5月

9日18：00，应聘者可在此期间登录

郑州市人社局官网 (www.hazz.

hrss.gov.cn)“郑州市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栏目或郑州人事考试网

(www.zzrsks.com.cn)报名，并查

询招考各环节相关事宜。笔试时间

为2015年5月23日。农村绝对贫

困家庭和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金

城镇家庭人员报考的，可免缴笔试

考务费。

本 次 招 聘 技 术 咨 询 电 话 ：

0371—67188349

监督电话：0371—67182179；

0371—67185381

邮箱：rlzyghc@163.com

帮忙记者杨青

电话：13673366267

郑州46家事业单位
招聘312人

郑州市 郭晓堃 13838008790 zzzjfyxjc@163.com

开封市 李佩生 13503789567 kffylps@163.com

洛阳市 刘向阳 18538805977 lxy_63369877@163.com

石笑飞 18567669790 550667922@qq.com

安阳市 陈海雷 18537286503 ayfywlb@126.com

新乡市 张 西 13837312399 10828863@qq.com

三门峡市 王耀南 13803980895 smxzyxcc@163.com

商丘市 黄晓倩 13598354911 sqzyxjc@126.com

周口市 徐 林 13838689058 zkfyxl@126.com

南阳市 郭彤影 13938969277 2859896996@qq.com

济源市 冷随兴 18839010011 jyzyzzb@126.com

平顶山市 王全胜 15290767000 wqsh1973@126.com

朱少峰 15037533691 zsf505@126.com

鹤壁市 王贺曦 13803921067 hbzyzzbxjc@163.com

李 瑜 13939271100 hbzhyly@163.com

漯河市 张献国 13703852221 lhzyxjc@126.com

信阳市 奚启峰 15903761789 xyzyxjk@163.com

王明强 18603761366 xyzyxjk@163.com

许昌市 邢良峰 13903993588 511574873@qq.com

濮阳市 马长虹 0393-6665739 mchhngy@163.com

驻马店市 刘耀强 18539609196 liuyaoqiang88@126.com

焦作市 乔国立 13903912898 jzzyzzb1964@163.com

息县曹黄林

乡付店村有两公

里的土路没有硬

化，晴天时坑坑

洼洼，下雨时泥

泞难走。附近其

他村都通了水泥

硬化路，该村村

民多次向乡里、

县里有关部门和

领导反映，请求

把路面硬化，但

一直没有得到有

效解决。图为不

久前下雨时拍摄

的村里泥泞的土

路。 胡本升 摄

息县曹黄林乡付店村息县曹黄林乡付店村

土路泥泞难走求硬化土路泥泞难走求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