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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免费师范毕业生
就业双选会周日举行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王耀杰 徐

喜杰）“网上交易仅仅一个多月时间，与去年同

时间相比，我卖树苗业绩比去年翻了一番。”2

月23日上午，鄢陵县柏粱镇姚家村商亿网服

务点负责人陈胜楠告诉记者。

商亿网是鄢陵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建

设项目的网络平台，由鄢陵县花艺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主办。该公司把鄢陵县数千家花木企

业和数万户花木种植散农所生产花木的图片、

种类、规格、价格等信息进行统一采集后上传

至交易平台，全国各地的花木采购商足不出

户就能找到所需的花木信息，也促进了鄢陵的

花木销售。

去年上半年，鄢陵县被确定为我省首批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该县依托自身独特

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电

子商务，推动“全企入网”“全民触网”工程，借助

项目实施，带动电商企业下乡入户、入村布点。

目前，鄢陵县花艺绿化公司、宜买乐电商

公司等9家企业被省商务厅认定为全省“电子

商务企业”，全县共发展各类电商企业及组织

60多家，跨境电商2家；建成1个县级电子商

务运营服务中心、12个镇级电子商务进农村

服务站和镇级物流周转仓、201个村级电子商

务服务点；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的电子商务

中心大楼即将投入使用；“新华物流”“新华快

递”等业务全面开通，基本实现物流配送到达

乡镇、进村入户。

2015年，该县依托第十五届花博会，举办

了“花木产业与‘互联网+’创新论坛”，邀请了

国内知名电商专家、教授与花木企业代表、花

木种植大户进行了深入交流，促进了花农更好

更快地融入互联网。2015年，该县新增网店

1280个，带动就业2100人，电商交易额达

21.2亿元，网络零售额达7.6亿元。

“农忙种庄稼，农闲到附近基地打打工，

下班烧饭带孩子，既照料家庭又不耽误赚钱

和干农活……”2月18日，在汝南县板店乡

板店村的蔬菜大棚内，留守妇女苏小凤拿到

当天的工资，乐得合不拢嘴。

近年来，汝南县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全

县像苏小凤这样的“两栖”妇女越来越多，她

们农忙在家务农、农闲打工挣钱，收入要比

单纯在家务农增加近一倍，同时有效缓解了

种养大户用工难问题，促进了全县特色农业

健康发展。

巾帼建功，妇女争辉。如今，像苏小凤

一样，不仅在一个村、一个镇、一个县，更在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方方面面，千千万万

的妇女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5年

的一组组数字、一项项成就，无不显示着全

省各级妇联沐浴着中央和省委党的群团工

作会议精神的新风，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

累累硕果。

就业创业，惠及全省农村妇女

学技术，长本领，“巧媳妇”工程全省遍

地开花。走进我省农村采访，参与该工程的

农村妇女无不竖起大拇指，喜笑颜开地说着

她们的“致富经”。

为了惠及更多农村妇女，我省已建成

1.2万个“巧媳妇”生产加工点，带动40余万

名妇女实现居家灵活就业。省、市、县三级

家政服务培训网络逐步建立健全，培训妇女

4.9万人。

“巾帼科技星火工程”“巾帼扶贫培训工

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三大工程风生

水起，培训妇女55.4万人。全省创建县级以

上巾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600余个。一

批批叫好的精品项目，鼓起了农村妇女的钱

袋子，更加坚定了她们脱贫致富的信心。

温暖呵护，关心关爱妇女儿童

把“阳光”洒向全省每个角落, 让每个困

难家庭都受到关爱。去年，“两癌”免费检查

项目惠及了52万名农村妇女。政府救助、各

地自筹的500多万元救助资金如“雪中送

炭”一样帮助贫困患癌妇女近千人。

把“雨露”细心滋润到每棵“幼苗”，全省

新建留守儿童“爱心家园”“儿童亲情家园”

等活动阵地1050个。“春暖行动”捐建爱心

书屋4465个、爱心学校349所，资助59.8万

人。全省3900多个妇女维权站、2万多名巾

帼维权志愿者为妇女姐妹维权普法、伸张正

义。

“邻里守望·姐妹相助”“农民工帮扶行

动”的展开，25.6万巾帼志愿者活跃在全省

乡村社区、街头巷尾，为全省妇女排忧解难，

化解矛盾，和谐文明风气扑面而来。

家庭文明，“最美家庭”蔚然成风

家和万事兴，文明和谐之风吹进千家万

户。

去年，在5万多个“妇女之家”里，群众谈

家风、议家规、讲家庭和美故事、秀家庭未来

梦想，10万多幅家庭照片晒出幸福的味道，

23659次家风家训评议会、故事会传播真情

的声音，全省征集家风家训63503条，寻找

出各级“最美家庭”37518个，表彰了15080

户“和睦家庭”示范户。

开局之年，巾帼建功再起航

2016年是“十三五”起步之年、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全省各级

妇联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

展理念为指引，打造工作品牌，大力实施“创

业创新巾帼行动”、“巾帼脱贫行动”、“家庭

文明建设行动”、“巾帼维权关爱行动”、“网

上妇联建设行动”、“妇联自身改革行动”六

大行动，全面推进妇联组织和妇联工作改革

创新。

十件实事，件件惠及妇女民生

作为广大妇女的“娘家人”，2016年全省

妇联系统的工作“蓝图”已绘出，做细做实10

个方面的具体事：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通讯员宋会杰张珂）2

月16日，在洛阳市宜阳县红旗广场举行的2016

春季企业用工招聘会现场，当地30多家企业

争相招贤，为求职者提供了超过1200个岗位。

“这次招聘会与以往不同，就业与创业双管齐下，意在为创业就业者搭

建一个平台，让他们及时了解信息。”宜阳县人社局一位负责人说，今年首

次亮相的创业孵化基地，让招聘会不仅重就业，也开始向“大众创业 万众

创新”方向倾斜。

2015年，宜阳县在产业集聚区实施基础设施项目7个，新增通车里程

6公里，新铺设天然气管道9公里，集聚区共进驻项目139家，其中规模以

上企业92家，产业集聚区已成为拉动该县工业发展的“第一引擎”。同时，

该县依托“两区十体”建设，加快现代商贸服务业发展，红旗路2.6公里中心

商业街和灵山1.5公里特色商业街全部建成，吸纳就业4万人。无论是产

业集聚区还是商贸中心区，区内企业都不约而同地向县城周边乡镇的富余

劳动力抛出橄榄枝，去年仅规模以上企业就安置就业1万余人。

同时，由该县人社局筹建的永晖创业孵化基地也成为本土创业青年的

首选，众多创业者围在展位前咨询，成为招聘会上一道新的风景。该基地

包含创业孵化区、创业培训区、创业苗圃区、成果展示区和综合服务区五大

功能区及56个创业苗圃工位，可满足50家企业同时进驻。基地的孵化对

象主要是大中专学生、退役军人、返乡创业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孵化期

内可享受场地租金、水电费用全免，同时工商注册、创业培训、市场推广等

帮扶活动及小额担保贷款、运营费补贴、社会保险补贴等优惠政策，又能最

大限度地帮企业降低创业成本，规避创业风险。
2月23日，灵宝市焦村镇辛庄村一座日光温棚里，一位姑娘用手机拍摄盛开的桃花。为增加经济收入，当地一些农民在日光温棚

里种植早熟杏和早熟桃，由于上市早，这些水果售价是正常时令水果的好几倍。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本报讯（记者田明）2月23日，记者

从省教育厅了解到，本周日（2月28日），

我省将在河南师范大学举办河南省——

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2016届免费师范

毕业生双向选择就业专场供需见面会。

据悉，此次招聘会是专场双选会，

招聘对象包括201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

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6

所教育部直属的师范大学河南籍免费

师范毕业生（即2012级免费师范生），

以及根据国家有关要求，确有特殊情

况，并经培养学校和生源省教育行政部

门审核同意的外省（市）籍2016届免费

师范毕业生。

双选会具体时间为2月28日9：00～

17：30，地点为河南师范大学球类馆（新

乡市建设东路46号）。届时，应聘者可

持河南省教育厅和培养学校签订的《师

范生免费教育协议书》、学生证、个人简

历等有关材料按时参加双选会。

据介绍，从2007年起，国家在北京

师范大学等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

行师范生免费教育。今年，第六批免费

师范生即将毕业。参照近年来全省免费

师范生招聘情况，免费师范生一直是省

内众多学校的青睐对象，平均每个毕业

生有两个或三个以上就业岗位可供选

择。

“趁着正月里亲戚都有空，我赶紧让他

们帮忙把腊月里准备的枝丫材粉碎一下，今

年立春早，要及早备好春栽代料香菇的原

料，保证在空气干燥、杂菌活动弱的二三月

份制袋和接种。”2月18日，卢氏县横涧乡食

用菌生产大户海江一边和记者攀谈，一边将

枝丫材送进粉碎机内。

海江是卢氏县横涧乡马庄河村香菇协

会会长，已经有15年的食用菌生产经验。

说起栽培代料香菇，他立刻打开了话匣子：

“我们家这些年依靠栽培代料香菇致了富，

盖了三层楼房，买了摩托车和三轮车，还买

了电脑和各种家电，这的确是个致富的好

项目。”

据卢氏县农牧局局长付娟介绍，在县里

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下，卢氏县农民栽培代

料香菇的积极性越来越高，随着先进适用栽

培技术的推广应用，香菇产量和质量得到了

明显提高。2015年，全县发展代料香菇

9198万袋，实现综合产值6.86亿元以上，完

成出口创汇3115万美元，菇农人均收入

5000余元。

海江说：“靠发展代料香菇，我们村大

多数村民都住上了小楼房和平房。去年

我发展了1万袋，总收入10多万元，今年

还要再发展1万袋。随着国家全面实施

天然林禁伐，发展传统的食用菌代料香

菇面临着原料匮乏的现状，我已经参加

了县农牧局组织的食用菌新品种培训

班，今年计划在耕地里试种3亩羊肚菌，

如果试种成功了，发展食用菌就不用林

木锯末了。”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2月19

日，省综治办、省公安厅联合召开严

厉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工作推进

会，要求各级综治部门、公安机关深

入推进打击赌博违法犯罪专项行

动，各级综治部门、公安机关要强力

整治赌博犯罪突出的重点地区，切

实增强打击实效，严防赌博犯罪在

农村地区滋生蔓延。

据悉，2015年全省共破获涉赌

刑事案件532起，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1327人。2月3日，全省公安机

关部署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打击赌博

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截至2月15

日，全省公安机关共破获赌博刑事

案件24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53

人，打掉赌博团伙11个，捣毁赌场

窝点22处,查缴赌资107.4万元。

会议强调，要加强案件侦办，将

打击重点直指聚众赌博的“组织者、

经营者、获利者、保护伞”。要建立

完善禁赌综合治理机制，努力形成

党委政府领导、综治部门牵头、公安

与相关部门齐抓共管、广大群众广

泛参与的打赌禁赌工作格局。

省综治办将把此项工作纳入

2016 年综治和平安建设考核范

围。对重视不够、措施不力、工作落

后的，要进行通报批评，对赌博违法

犯罪依然突出的地方要进行挂牌整

治，造成严重后果的坚决实行重点

管理，直至一票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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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花开别样红 妇女能顶半边天
□本报记者田明

卢氏县香菇种植大户海江

新年试种羊肚菌
□本报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 余照龙

桃花绽放迎春来灵宝

习近平对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为引领 促进中国特色
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

2月19日，在汤阴县三禾现代农业示

范园区里，负责人苗学民正在日光玻璃房

里查勘工程进度，并不时停下来和身边的

工作人员进行商讨。“咱们还得抓紧工程进

度，天气一暖和，就该移栽植物了，农时可

不能耽误，一耽误就是一年啊！”苗学民站

在新建的玻璃智能连栋日光温室里说。

苗学民原来从事化工行业，随着近几

年国家产业政策调整，他有了转行的念

头。经过考察，他认为都市休闲观光农业

是一个有前景的产业。2013年，汤阴县韩

庄镇提出“东菇西进、东西统筹”的现代农

业发展战略，并多次组织有意向投资农业

的工商户到山东寿光等地进行参观学习，

随后，该镇根据实际情况，又相继制定了扶

持现代农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其间，苗学

民又先后到山东寿光、北京、内黄、滑县等

地考察种植品种，种植户丰厚的收益更坚

定了他发展现代都市休闲农业的信心。

2013年5月和10月，苗学民投资上千

万元分两次流转土地1500亩，在韩庄镇北

张贾村成立汤阴县三禾农庄，其中日光温室

300 亩、优质葡萄 500 亩、果园 460 亩。

2015年8月，苗学民又投资760万元建设了

4000余平方米的玻璃智能连栋日光温室，

用于种植热带珍稀植物和配套生态餐厅。

“农庄经过近三年的发展，已成为安阳

市周边知名度较高的果蔬种植示范基地。

今年，我将主要精力放在启动日光温室上，

到时候能带动周边村庄300余人就业，也会

成为热带植物观光的特色旅游点。”苗学民

信心满满地说。

汤阴县农业园主苗学民

要建热带植物园
□本报记者 秦名芳 通讯员 路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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