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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真碰硬源头治理大气污染

25座城市605家单位来郑揽才
2.3万岗位虚位以待

本报讯（记者 王红）本周
六，第六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
高校毕业生秋季巡回招聘会
河南站活动将在郑州大学西
亚斯学院启幕，来自全国25座
城市的 605 家企事业单位将
进场招聘，为毕业生准备了
2.3万余个工作岗位。

据介绍，本次巡回招聘会
由人社部发起，省人社厅主
办，省人才交流中心等承办。
本次活动围绕“城市联动，精
准服务”为主题，汇聚来自浙
江、安徽、湖北、海南等 8个省
份近 25座城市的 605 家企事
业单位进场招聘，人才需求总
量达2.3万余人。

与日常招聘会不同，本次
大会各地人才服务机构携企
业组团参会，行业覆盖面广，

岗位类别多，其中，有中国船
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〇研
究所、安阳市农业科学院等科
研院所；有河南省直第三人民
医院、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等
医疗机构；有新疆大学、新疆
医科大学、新疆农业大学、温
州大学、安阳工学院等高等院
校。人才需求涉及机械、教
育、医学、化工生物、计算机、
航空航天、自动化等多个专
业。其中，机械、计算机、工商
管理、教育、经济类专业需求
位居前五。

统计显示，本次大会中，
知名企业占所有参会企业总
数的 59.8%，不仅有中国电建
集团江西省电力建设有限公
司、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

川焦化有限公司等央属及国
有企业参会；还有汉威科技、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舞阳
钢铁、河南太龙药业、益海嘉
里、富士康、青岛啤酒、贵州茅
台、思念食品等上市企业，涉
及机械、电气、建筑、互联网、
电子、医药、生物工程、汽车、
食品、文化传播、物流等多个
行业。

为了给高校毕业生求职
择业和用人单位招聘人才提
供更便捷、精准、高效的服务，
除了现场招聘之外，本次活动
依托国家人社部推广的“高校
毕业生精准招聘平台”，利用
大数据和智能化手段，采取线
上智能匹配、线下精准对接的
模式，做到求职毕业生与需求
岗位的精准匹配。

京广快速路部分路段
二层因施工临时封闭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 通讯员 王凯）昨日，记者从市交警部门获
悉，由于农业路高架桥施工需要，即日起至 11月 17日，每晚 23：00
到次日 5：00对京广快速路东风路至黄河路段二层（北向南方向）
进行临时性封闭，请过往该路段的社会车辆选择周边其他道路路
网绕行。

交警五大队民警提醒驾驶员，施工期间绕行车辆应服从交管部
门及建设（施工）单位的统一指挥，严禁车辆驶入封闭施工路段。违
反本通告的，将由交管部门依法实施处罚。

综合整治城乡接合部环境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付雅茹）昨日，惠济区迎宾路街道

办事处城管中心组织街道党员干部、“千名干部下一线”下沉的区直
机关干部、各村(社区)工作人员和街道环卫工人，在辖区范围内开展
城乡接合部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行动。

活动开展前，街道进行了任务分工，明确了参加人员和责任区
域。本次整治活动以全面改善城乡接合部环境，改善市民人居环境
为目标，以治脏、治乱、治污为突破口，共分为 8个整治小组同时展
开，重点在滨河路、惠民街、开元路、英才街、桥南水厂、金洼干沟等处
开展综合整治。

本次综合整治，迎宾路街道出动工作人员230人，环卫工150余
人，出动各类环卫车辆 50余台，发动沿街商户、居民 200余人参与，
共清理辖区道路19条，清理违规占道突店经营60余处，清运各类垃
圾 35车，覆盖防尘网 480余平方米，清理墙体及背街小巷等部位违
法小广告210余处，清理绿化带内垃圾积存点55处。

街道城管中心负责人表示，城乡接合部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将在今
后一个时期内持续开展。街道也将安排专人负责整治区域的后续保
洁维护工作，建立环境卫生管理长效机制，防止出现整治后的反弹。

本报讯（记者 李娜）11月 15日，记者从省政
府获悉，近日，我省发布一批人事任免通知，涉及
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政府国资
委、省科学院、郑州大学等多个政府职能部门、企
业和高校。

省公安厅
免去欧阳报军的河南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

队政委职务。
省交通运输厅
免去高建立的河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局长

职务。
任命马会为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局

副局长，免去其河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
职务。

省水利厅
任命李斌成为河南省水利厅总工程师（参照

部门副职管理使用），免去其河南省水文水资源
局副局长职务。

省政府国资委
任命李毛为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免去马富国的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职务。
鉴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决

定菅明军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董事长人选。

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任命郑茂杰为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副局长。
省科学院
免去童孟进的河南科高产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职务。
免去黄道功的河南科高产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副董事长职务。
郑州大学
免去王家祥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

长职务。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免 去 解 伟 的 华 北 水 利 水 电 大 学 副 校 长

职务。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任命丁庭选为河南财政金融学院院长。
免去王雪云（女）的河南财政金融学院院长职务。
洛阳理工学院
任命李大伟为洛阳理工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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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庙会 品美食 看表演

中岳庙会邀你赏民俗
本报讯（记者 成燕）每年农历十月初五到十五，登封规模最大、

人气最高的中岳庙庙会都会如期举行。记者昨日了解到，该庙会将
持续至 11月 22日。大家可以叫上亲朋好友一起来中岳庙祈福赶
会，看表演、品美食、赏民俗。

据了解，中岳庙景区位于登封市城东 4公里处太室山东南麓黄
盖峰下，每年农历十月都要举行传统的中岳秋季庙会，日接待人数最
多可达几十万人次。中岳庙会源于古代人们对山岳的祭祀，宋代进
入鼎盛期，中岳庙既是祭祀中岳神的场所，又是重要的道教宫观。作
为嵩山地区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活动，该庙会距今已有千余年历史，
拴娃娃、拜干爹、摸铁人等古老习俗也随庙会流传至今。庙会期间，
在中岳庙广场和第一进院落遥参亭的周围，摆满了庙会摊位。铁板
炒凉粉、烤肉串、焦盖烧饼、灌汤包……各种各样的美食挑起游客的
味蕾，吸引赶会者纷纷驻足品尝。美猴王发冠、手摇木鼓、捏糖、宝瓶
葫芦等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大家争相购买。

违反“封土令”
6人违规运土石方被拘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 通
讯员 王凯）入冬以来，我市大
气污染形势日趋严峻，政府
部门采取各项紧急措施应对
处置。11 月 10 日，市政府发
布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当
天 22 时启动 III 级应急响应：
要求黄色预警期间，全市停
止建筑征迁（拆除）施工，停
止开挖、回填、场内倒运、掺
拌石灰、混凝土剔凿等土石
方 作 业 ，停 止 渣 土 、水 泥 罐
车、物料运输。但在如此严
令之下，仍有少数人抱着侥
幸心理，公然违反市政府规
定私自运输作业。

11 月 14 日早，市交警支
队高架大队民警在巡查中先后
发现数辆私自运输土石方的渣
土车，民警当即对车辆和驾驶
人进行扣留，目前有关案件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

当日 5时 40分，市交警支
队高架大队民警驾车巡逻至
黄河桥收费站向南第一个信
号灯处时，发现两辆运输土石
方的货车正由南向北通过路
口，民警立即将其拦停并扣
留。随后，民警继续沿中州大
道向南巡逻至黄河公路大桥
南 500米中航加油站处时，又
发现多辆违规运载土石方的
车辆。在向指挥中心汇报情
况后，民警依法将现场 4辆渣
土车扣留，并移交交警五大队
处理。

经查，以上车辆均未按规
定取得渣土清运许可证和双向
登记卡，不具备从事土石方运
输的资质。据车辆驾驶员称，
他们都是早上在花园路国基路
口东北角一处工地上装载的土
石方，准备运往新乡原阳县桥
北乡某处坑地卸掉，在运输途

中被执勤交警查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
以上 6 名车辆驾驶人均因拒
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
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
令之行为被依法处以行政拘
留 7 日、并处罚款 500 元的行
政处罚。

目前，案件正在办理中，其
他案情线索已移交相关部门调
查处理。

交警五大队民警提醒驾驶
员，请自觉遵守市政府有关大
气污染防治的决定和相关限行
政策，严格按照“封土令”之规
定停止建筑拆迁施工和各种土
石方运输作业，在管控期内不
得驾驶载货汽车驶入禁行区
域，遇民警执法检查时应主动
配合，否则将被依法追究法律
责任。

现场观摩会
落实“工地警长”责任制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为进一步加强全市建筑工地和城市工程

运输车扬尘扬沙污染的源头治理，昨日上午，警方召开“工地警长”责
任制落实现场观摩会。副市长、市公安局长马义中带队到市区建筑
工地相对集中的十八里河分局和经开分局辖区部分工地现场，进行
实地观摩和讲评。

在十八里河公安分局辖区某工地，观摩人员进入施工区察看了
建筑材料摆放、地面物品覆盖及工地安全作业等情况，详细了解了该
分局制定的《建筑工地星级评定办法》，对所有“工地警长”进行定期
考核，对建筑工地进行五星免检、四星监督、三星监管的星级评定，并
悬挂星级评定牌。

观摩会后，警方组织召开了讲评会。马义中要求，全市公安机关
要认清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进一步领会和承担起艰巨任务，进一步
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发扬真抓实干精神，改进工作作风，把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作为当前必须打赢的中心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不折
不扣地把“工地警长”和“路段警长”责任制落到实处，以实实在在的
成效向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据悉，截至 11月 14日，全市公安机关共设“工地警长”2402人，
巡查工地次数 23242次，发现工地违反“8个 100%”作业问题 3865
个，移交处理209个；“路段警长”共查处“渣土车、水泥罐车、物料车”
等三类工程运输车辆“一逆、两闯、三乱、涉牌涉证”等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 20287次，发现三类车违法违规问题 68辆，移交 6辆，刑事拘留
2人，行政拘留12人。

全市安监系统总动员
抓好四季度安全生产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杨庆伟）11 月 14 日，全市
安监系统召开视频会议，要求全体安监干部认清形势，突
出重点，积极作为，全力以赴抓好第四季度安全生产各项
工作落实。

会议指出，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 1~10月份全市安全生产
事故起数上升4.9%。进入四季度，事故多发频发的势头还没有
得到彻底遏制。从全国看，自 10月 11日以来，福建、山东、重
庆、兰州等地连续发生4起重大事故。这些事故的发生，充分表
明当前的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

会议要求，全市安监系统要突出重点，积极作为，全力以
赴抓好第四季度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实。一要持续完善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认真贯彻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
产责任制规定》，积极协助党委政府履行好领导责任，强化各
部门安全监管责任，强力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要切实强化安全监管，加强源头管理、过程管控和综合监
管，集中开展事故隐患“清零”行动、打非治违行动和责任事故
处罚行动，县（市）区在 11 月底前，所有事故必须完成调查处
理。三要继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治理，要加强非煤矿山、
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经营市场、工贸行业等领域安全专项整
治。四要不断强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和应急建设，引导
社会各界增强发现安全隐患、防范安全事故的自觉性。五要
扎实开展安全生产谈心谈话活动，推动各级各部门各生产经
营单位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六要认真做好查漏补缺
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整改。

我省对部分企业执行差别电价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

日，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根
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及大气污染问题专项督察反馈
意见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完
善差别化电价政策的通知》、我
省整改方案等要求，经省发改
委组织专项核查，对我省部分
企业执行差别电价。

其中，郑州煤炭工业集团
龙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天瑞
集团郑州水泥有限公司、中国
长城铝业有限公司水泥厂、登
封中联登电水泥有限公司、天
瑞新登郑州水泥有限公司、登
封市嵩基水泥有限公司、登封
市宏昌水泥有限公司、登电集

团水泥有限公司、郑州顺宝水
泥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永华水
泥有限公司、新郑市恒发水泥
厂、河南双龙建材有限公司、洛
钢集团钢铁公司等 13家企业
用电不加价。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
6家企业的部分生产设施属限
制类项目，自 2018年 6月 1日
抄见电量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期间，用电加价 0.1 元/千瓦
时（含执行目录销售电价和参
与市场交易的全部电量，下
同）；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
用电加价 0.15 元/千瓦时。洛
阳市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洛钢集
团钢铁公司的监管。若发现企

业实际生产建筑用钢等普通钢
材，则按上述时间及标准追溯
执行差别电价。

郑州中泰水泥有限公司等
9家企业的部分生产设施属淘
汰类项目，自 2018年 6月 1日
抄见电量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期间，用电加价 0.3 元/千瓦
时；自 2018年 11月 1日起，用
电加价0.5元/千瓦时。

具备单独计量条件的，按
生产设施计量表电量执行差别
电价加价；不具备单独计量条
件的，按定量或定比确定需要
执行差别电价的电量，具体方
式由省辖市、直管县价格主管
部门会同供电部门据实确定。

昨日，金
水区人民路
街道组织辖
区近百名居
民代表、党员
志愿者和干
部职工在紫
荆山公园开
展 5 公里健
步跑活动。
本报记者

党贺喜 摄

我市评出一批
“健康郑州使者”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昨日，《同参与 共分享·健康城市建设
“郑”前行》大型主题宣传活动暨“健康郑州推广使者”授予仪式在
二七区升龙广场举行，向一批“健康郑州使者”颁发荣誉证书。

今年8月，市爱卫办、市健促办和郑州电视台共同发起“健康郑
州推广使者”评选活动，并聘请奥运冠军孙甜甜为“健康郑州公益
形象大使”。经投票、专家组评审等环节，最终推选出“健康郑州推
广使者”和“健康郑州促进使者”各10名。

10名“健康郑州推广使者”分别是：王志辉（荥阳市爱卫办）、郑
州二中全体班主任、二七区康桥华城社区“雷锋团”、上街区三湾街
社区团体、魏华磊（郑州市环境保护局）、罗晶（郑州儿童医院）、石
丽冰（中原区颍河西路社区）、林继军（郑州市健康教育所）、姬秀娟
（郑东新区如意湖办事处）、上街区江南小镇社区团队。

10名“健康郑州促进使者”分别是：袁中良（郑州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黄惠玲（高新区公园道社区）、牛爱珍（高新区春藤社区）、彭
鑫（郑州市商务局）、李云超（中原区颍河西路社区）、任建志（高新区
枫杨办事处万丰慧城社区）、牛红玉（巩义市小关镇）、杨秋红（郑州市
城市园林科学研究所）、姜建慧（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马杰（中原区
绿都社区）。

昨日，郑州航空港区“平安旅程·消防同行”活动在郑州机场T2航站楼举行。演习结束
后，消防救援人员为大家展示了消防技能。消防机器人、热力探测仪、生命探测器、危化品堵
漏工具等消防装备器材集中亮相，吸引旅客纷纷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成燕 摄

“平安旅程·消防同行”走进郑州机场

安全生产安全生产 警钟长鸣警钟长鸣

“85后”创业女青年
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记者 王治）昨日，郑州“85后”女生韩陈佳在省人民医
院捐献了造血干细胞，为一名27岁白血病人送去“生命种子”。

韩陈佳今年31岁，老家在上街区，目前她与朋友合伙经营一家
小吃店。2017年 5月 4日，韩陈佳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
料库，2018年 6月 27日，她接到郑州市红十字会的电话，被告知自
己与一位白血病人初步配型成功，她当即同意捐献。之后，为了让
患者早日摆脱病痛，尽管店里生意繁忙，韩陈佳坚持把捐献摆在第
一位，配合患者的时间安排完成了高分辨配型、捐献前体检等工
作。昨日，韩陈佳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