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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观察客户端

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停止转多云 风力东北风3~4级 温度最高26℃ 最低21℃ 降水概率50% 新闻热线：67655551http://www.zynews.cn 4版

当前，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仍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
因素。越是面临困难，越要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兜”住最困难群体，“保”
住最基本生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线上线下招聘同步发力 多项细化举措精准施策

郑州“硬核礼包”稳就业保就业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王
云海 文/图）10 日 17 时，在郑州航
空港区迎宾大道上跨机南城际铁
路转体桥施工现场，随着 4 台连续
千斤顶同步启动，重达两万吨的大
桥历时77分钟成功转体（如图），平稳
跨越新郑机场至郑州南站城际铁路，
这意味着航空港区中轴线“咽喉”工程
顺利贯通。

郑州迎宾大道是航空港区东西
向中轴线，横穿新郑机场核心区，线
路全长约11公里，采用双向8车道设
计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其建成将
有效提升航空港“空中丝绸之路”的
运载支撑能力。迎宾大道转体段，上
跨机南城际铁路（新郑国际机场到郑
州南站）、郑万高铁，是郑州航空港的
重要互联互通项目，也是迎宾大道的

“咽喉”工程。
据介绍，为减少对铁路运营影

响，两处上跨铁路桥梁都采用转体
施工方法，先平行于铁路一侧浇筑
梁体，再用液压千斤顶牵引梁体实

现跨铁路转体。其中，该段跨郑万高铁
转体桥是世界上跨高铁整幅最宽的转体
桥，已于去年10月成功转体并合龙。

此次完成转体的跨机南城际铁路
转 体 桥 是 全 线 的 最 后 一 座 大 型 转 体
桥，处于互通匝道过渡至主干道的关
键区段，为国内少见的大吨位超宽 T形
刚构转体桥，由于临近既有铁路桥，最

近距离仅不到 6 米，安全要求高，科
技含量高，施工难度大。

郑州迎宾大道是新郑机场至郑州
南站唯一的快速通道，随着其跨铁路
段最后一座转体桥转体成功，迎宾大
道的“咽喉”也随之贯通，这对推进航
空港区国际航空运输网、米字形高铁
网和轨道交通网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两万吨大桥成功转体
航空港区中轴线“咽喉”工程顺利贯通

中国梦·劳动美·工会情
万场“好戏”惠职工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聚焦中国梦，讴歌劳动

美。10日，省总工会携艺术名家走进交投集团高发公司安新高
速现场，开展“中国梦·劳动美·工会情”2020年河南工会万场文
化活动进基层启动仪式暨首场演出。

整场“文化大餐”精彩纷呈，豫剧《小二黑结婚选段》、戏曲小
品《婆媳之间》，还有歌曲、杂技、魔术等节目，令现场观众目不暇
接，喝彩声不断。

据悉，近年来，省总工会持续开展的“中国梦·劳动美·工会
情”万场文化活动进基层，已经成为我省工会服务职工的重要品
牌、文化惠民的重要项目，更被列为 2020年省总工会突出办好
的“十件实事”之一。

全省公平竞争审查
47件政策措施废止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琴）昨日，记者从省市场监管
局了解到，根据国家四部门相关要求，省市场监管局会同省发展
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商务厅，对 2019年 12月 31日前出台的全
省现行政策措施进行全面排查梳理。截至 5月 30日清理工作
结束，全省共梳理政策措施49321件，审查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
动的政策措施 10761 件，梳理出符合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
10687件，不符合公平竞争需要修订的政策措施9件，废止的政
策措施47件，适用例外规定的政策措施18件。

据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高度重视公平竞争
审查工作，省领导第一时间作出批示，对我省清理工作进行全面
安排部署。省市场监管局牵头会同各相关单位按照要求，结合
全省实际，迅速制定清理工作实施方案，细化工作目标、清理范
围、清理步骤和工作重点，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各地各部门及时
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扛稳清理责任，狠抓工作落
实，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各项清理工作任务。

实施过程中，各地、各部门按照“谁制定、谁清理”的原
则，进一步明确工作任务，压实工作责任，全面排查省、市、县
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制定的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梳理形成需要清理的政策
措施清单，并严格按照规定的要求、程序、标准、兜底条款、例
外规定，认真开展清理工作，坚决做到应审尽审、从严审查，
不断提高审查质量，提升审查的专业化、精细化水平，确保审
查结论的科学性、准确性。

省中小企业数字化
服务商确定73家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刚领）昨日，记者从河南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为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
于印发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强化专业
服务机构技术支撑，按照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征集中
小企业数字化服务商的公告》要求，经单位申报、专家评审、网
上公示，确定《河南省中小企业数字化服务商名单》，共有 73
家，近日已公布。

我省要求，入选的中小企业数字化服务商要进一步加大技
术、资源、资金等投入，探索开发低侵入、轻量化、易部署的解决
方案，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服务。各地要
根据《河南省中小企业数字化服务商名单》，结合实际，积极组织
中小企业自主选择对接使用，并及时总结成效，加强宣传推介，
推动经验模式复制推广。

《通知》要求，各地要加强对中小企业数字化服务商的指导
和监督，如发现存在虚假宣传、强制使用、乱收费、失信、违法等
情况的，及时向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反映，一经查实，立即调整出
《河南省中小企业数字化服务商名单》。

空军招飞定选
工作全面启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2020 年
空军招飞定选工作启动！今年全省 385 位有着
凌云壮志的高考生入围，7月 12日~29 日，他们
将按地市分批参加空军招飞局济南选拔中心组
织的定选检测。

空军招收高中生飞行学员包括初选、复选
和定选三个阶段，一路过关斩将，河南 385 位少
年闯入最终定选。根据空军招飞局统一安排，
定选检测将分高考成绩公布前后两个阶段展
开：7月 12日~24 日第一阶段，遴选复选合格及
初选合格摸底成绩较高的 567名考生（河南 386
人，山东 181 人）参加定选；7 月 25 日~29 日第
二阶段，高考成绩达到河南省一本线的考生约
160 人参加定选，高考成绩未达线的考生，不再
安排定选检测。

据了解，空军招飞定选内容包括医学选拔和
心理选拔，其中医学选拔实行单科体检不合格淘
汰制，心理选拔主要进行相关平台考察和专家面
试。河南各地分地市分批报到，检测时间安排具
体乘车路线，可登录中国空军招飞网查询。因疫
情防控需要，今年，整个招飞检测过程均实施封闭
式管理，考生到达后，须逐人测量体温，出示“健康
码”和健康情况申报表，统一进行核酸检测，结果
为阴性的方可参检。参检考生途中要全程佩戴好
口罩，注意个人防护。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宋剑
丽 文/图）10 日晚，郑州绿博园“绿博之
夜”活动启幕（如图），夜景、喷泉、花海、工
艺美术展、中原精品雕塑展……游客在享
受绿博园生态美景的同时还能品味中原
传统文化。

白天的绿博园绿意盎然、百花盛开，
随风摇曳的荷花、睡莲、天人菊、硫华菊、
凌霄花肆意绽放，尽展夏日蓬勃生机；各
色传统建筑独具特色，尽显浓厚文化底
蕴。夜幕降临，多彩灯光笼罩下的绿博
园如梦似幻，古色古香的中式园林、绚丽
多彩的千米画廊……夜游绿博园，您将

发现她的另一种美。除了璀璨夺目的夜
景，绿博园的声光电音乐喷泉也在“绿博
之夜”活动期间全新亮相，成为一大看
点。晚上 8时，音乐乍起，错落有致的立
体彩色喷泉翩翩起舞，让夜幕下的绿博
园愈加美丽梦幻。

“绿博之夜”活动期间，郑州绿博园还
组织了“厚重河南·出彩鹰城工艺美术精
品展”“大美龙都——濮阳市民间工艺美
术精品展”“福满中原——侯娜葫芦烙画
艺术展”和中原雕塑精品展。

据悉，7月10日至8月30日每周的周
五、周六、周日，“绿博之夜”活动都将举行。

困难职工再获投保
四个互助保障险种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通讯员 高玉建）为增强困
难职工抵御因意外伤害或重大疾病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风险，
郑州市总工会在为困难职工投保普惠重大疾病互助保障的基础
上，再次为困难职工投保四个互助保障险种，有效提升了困难职
工抗风险的能力。

当前，郑州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共有建档在册困难职工 54
名，这些困难职工所属企业大多经济效益不好，家庭收入较低，在
重大疾病和意外伤害面前抵御风险能力较差，医疗费支出过高难
以解困脱困。为做好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2019年，郑州
市总工会将困难职工作为一个群体，出资为其办理了普惠重大疾
病互助保障。

今年，郑州市总工会又为困难职工新投保了意外伤害、重大
疾病、住院津贴、女职工特殊疾病（女职工享受）四项互助保障，困
难职工出险最高可享受31.08万元（男）和37.08万元（女）的互助
金，总保额达到1786.3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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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游绿博园且赏别样美

新华社年中经济观察聚焦“六保”

下行压力下
如何实现基本民生应保尽保？

本报讯（记者 李娜）七月恰是毕业季，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就业压力，郑州
市多措并举，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硬核保
障。当下，郑州市把稳就业和保就业作为
第一要务，积极修订、完善和实施就业优先
政策，紧盯形势变化，强化通力合作，注重
精准施策，主动迎难而上，确保务实有效，
基本实现目标任务与时间同步，目前全市
就业形势基本稳定。

“线上+线下”保供需对接
搭建一个平台，为企业寻找需要的劳

动者，为求职者提供恰当的岗位。
郑州充分结合国家人社部开展的“春

风行动”和“百日千万网络招聘”活动，利用
“中部就业网”等公共就业服务平台，通过
线上咨询、线上报名、云招聘、视频预约及
网络直播等方式，主动为企业和求职者搭
建平台、提供服务，确保疫情防控期间人力
资源供求双方便捷、高效对接。

今年以来，共发布用工信息 18.9万余
条，涉及企业 6500 余家，有 4.3 万名求职
者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

同时，在切实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郑州市有序开展线下招聘活动。6月份，
郑州市人社局组织市人才交流中心、职业
介绍中心、农村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陆
续开展了现场招聘活动，共青团郑州市委
主办了“保就业、助复产”郑州青年人才线
下招聘会暨 2020年“百校千岗”毕业生就
业双选会，管城回族区举办“三送一强”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招聘会。活动
期间，共有 500 多家企业参加招聘会，提
供1万多个就业岗位，吸引3000多人次进

场求职，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500多个。

多措施护航高校毕业生就业
面对较为严峻的就业形势，郑州市还

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
保驾护航。

充分发挥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主渠道
作用，对中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
业生或毕业1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并签
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给予一次性吸纳
就业补贴 1000元；扩大见习规模，提高见
习补贴标准，将见习补贴标准由每人每月

1000元提高到 1330 元，对留用见习期满
人员比例达到 50%及以上的，补贴标准提
高到2090元。

上半年全市已组织 4600余名高校毕
业生参加了就业见习，其中1246人已与见
习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正式留用；加强对困
难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为符合条件的困
难高校毕业生发放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
2000元，目前已审核通过3.5万余人，涉及
资金7000余万元。

加强同国有企业对接，引导国有企业
切实担负起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责任，

目前已有中铁工程装备集团盾构制造有限
公司、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10 多家国有企业发布招聘信息 3000 多
条，较好地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加强技能培训为就业“加持”
郑州市利用“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

网络学习平台，全力做好线上职业技能培
训工作。

郑州市“金蓝领”网络大学等4家网络
学习平台可培训职业（工种）达到94个，日均
访问量近5万余人次，实名注册培训人数2.8
万余人，已完成培训学时任务1590余人次。

市人社局职建处指导 45家大型企业
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培训，惠及企业职工
6500 人，第一批 8352 人次培训补贴资金
345.36万元已发放到位。

同时，支持鼓励疫情影响较大的外贸、
住宿餐饮、文化旅游、交通运输、批发零售
等各类行业企业，开展以工代训，按以工代
训人数给予企业每人每月200元的标准的
职业培训补贴。

优服务强保障支持就业创业
记者还了解到，我市依托河南就业创

业信息系统和河南就业网上办事大厅，实
现了就业失业登记、就业援助、创业担保
贷款、就业补助资金等 35 项业务均可通
过网上办理；将“智汇郑州”青年人才生活
补贴纳入“一件事”业务事项，在“郑好办”
一件事专区发布，申请人办理青年人才生
活补贴，只需在“郑好办”APP 上实名注
册，刷脸即可办理，基本实现了“零跑腿、
零材料、掌上办”。

高校毕业生就业专场双选会恢复线下招聘，为广大求职者提供精准就业服务
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