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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重启线下招聘
本周三场切莫错过

本报讯（记者 李娜）本周起，郑州恢复线下常态化招聘
活动。

8月 10日，记者从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
郑州将从本周起恢复线下常态化招聘活动。每周四、周五和
周六分别在郑州市农村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郑州市职业
介绍中心和郑州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举办线下招聘会。

本周线下招聘时间和主题为：8月 13日（周四）郑州市农
管中心举办 2020年企业与重点群体求职双选会；8月 14日
（周五）郑州市职介中心举办 2020年企业与离校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求职双选会；8月 15日（周六）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举
办2020年企业与应届高校毕业生求职双选会。

按照要求，各人才市场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有关要求，
加强消毒通风、严格卫生防护等措施，间隔分设招聘展位，
确保现场招聘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要求用人单位的招聘人
员和求职者必须携带身份证、扫码进场、进行体温测试并全
程佩戴口罩。

除现场招聘会之外，郑州人才网、中部就业网将持续做好线
上招聘服务，线上线下共同发力，助力稳就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普惠金融助力小微企业
半年贷款余额逾6400亿

全省精准扶贫贷款增三成多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 通讯员 郭家炜）河南银保监局昨日
发布信息，上半年全省各项贷款余额 6.2万亿元，较年初增加
5230亿元，同比增长 15.3%，高于全国 2.3个百分点。其中，
全省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6416亿元，较年初增加811亿
元，完成全年信贷计划的88.9%，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5.1个百分点。

据悉，为缓解我省小微企业因疫情面临的经营困境，上半
年我省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在 2019年下降 0.82
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再下降 0.75个百分点；全省小微企业信
用贷款余额 1252亿元，较年初增长 23.5%；普惠型小微企业
贷款户数128.5万户，较年初增加15.6万户。

另据悉，上半年我省精准扶贫贷款实现持续增长。截至
6月末，全省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1817亿元，同比增长 35.6%，
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19.3 个百分点。普惠金融服务体系
日益完善。推动1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分支机构、部分保险公
司以及法人银行建立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全省银行业保险业
建立小微企业专营机构1500多个。

全市开展教育
收费专项检查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李爱琴通讯员宋德军）
昨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物价检查所获悉，即日起至
年底，我市将在全市范围内启动教育收费专项检查。

此次将重点检查学校收费公示制度落实情况：
是否存在借疫情防控擅自增设收费项目、扩大收费
范围、提高收费标准的行为；是否存在违反国家规
定，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赞助费行为；是否存在自
立项目和超范围收费行为；是否存在只收费不服务、
少服务的行为；其他违反国家有关教育收费法律、法
规和政策的行为等。

据介绍，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要求，目前在
市管的 136 家学校中随机抽取了 24 家检查对象。
其中市管公办高中 4家，分别为郑州市第四十七高
级中学、郑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郑州外国语学校、
郑州龙湖一中；市管公办高校2家，分别为郑州师范
学院、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市管公办中专 2
家，分别为郑州财贸学校、郑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学
校；市管民办高校4家，分别为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
院、郑州工商学院、郑州商贸旅游职业学院、郑州电
子商务职业学院；市管民办中专4家，分别为黄河科
技学院附属中等专业学校、郑州城轨交通中等专业
学校、郑州绿业信息中等专业学校、郑州创新科技中
等专业学校；市管民办高中8家，分别为郑州二砂寄
宿学校、郑州新奇中学、郑州优胜实验中学、郑州市
京广实验学校、郑州市为民高中、郑州市明德中学、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郑州实意中学。

据介绍，下一步物价检查所将加大对各县（市）
区价格监督检查部门的工作督导力度，确保全市教
育收费检查工作有序推进，取得实效。

习近平电贺卢卡申科
当选白俄罗斯总统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10日致电卢卡申科，
祝贺他再次当选白俄罗斯共和国
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在卢卡
申科再次当选白俄罗斯共和国总
统之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卢卡
申科总统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良好
的祝愿。我高度重视中白关系发
展，愿同卢卡申科总统携手努力，
共同推进中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开拓两国各领域互利合作新局面，
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创造新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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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京儒）到
2022年，所有市、县（市）均有 1~2所老年
医院、康复医院或护理院，至少有1所安宁
疗护中心……近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等 8部门联合印发《河南省老年健康服
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明确相关工作目标
主要任务。

《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2年，老年健
康相关制度、标准、规范基本建立，老年健
康服务机构数量显著增加，服务内容更加
丰富，服务质量明显提升，服务队伍更加壮
大，服务资源配置更趋合理，包括健康教
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期照
护、安宁疗护的综合连续、覆盖城乡的老年
健康服务体系基本建立，老年人的健康服
务需求得到基本满足。

统筹构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到
2022年，所有市、县（市）均有 1~2所老年
医院、康复医院或护理院，至少有1所安宁
疗护中心；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设立老年
医学科的比例达到 50%；三级中医医院设
置康复科比例达到 100%；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护理床位占比达到30%。

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机制。到2022
年，80%以上的综合医院、老年医院、康复
医院、护理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成为老
年友善医疗卫生机构；建立完善安宁疗护
多学科服务模式，为疾病终末期患者提供
疼痛及其他症状控制、舒适照顾等服务，对
患者及家属提供心理支持和人文关怀。

加强老年健康服务队伍建设。加强专
业教育，建立完善老年医学专科医师规范
化培训制度；壮大人才队伍，鼓励医师多点
执业，支持医务人员到医养结合机构执业；
完善老年健康相关技能人才评价制度和以
技术技能价值激励为导向的薪酬分配体
系，建立健全保障机制，鼓励相关机构投保
责任险、医疗意外险、人身意外险等，防范
应对执业风险和人身安全风险，适当提高
上门服务人员的待遇水平。

省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实施方案》结合河南实际，明确了我
省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任务，搭建了老年健康服务
体系的“四梁八柱”，对落实国家各项政策和要求，落实健康中
原行动，加强我省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提高老年人健康水
平，推动实现健康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
实习生 胡影影）河南高招录取工作正
在稳步推进，今日，本科提前批、国家
专项本科批、专升本和对口本科公开
征集志愿。省招生办提醒考生，及时
确定自己的“档案状态”，按要求选报
征集志愿。全省高招录取结果查询通
道也已开通，广大考生务必通过正规
渠道查询本人录取结果。

今日可填报征集志愿
根据今年我省高招录取日程安

排，本科提前批、国家专项本科批、专
升本和对口本科的征集志愿时间为 8
月 11 日 8:00~18:00；艺术类本科提
前批征集志愿时间为 8月 12日 8:00~
12:00。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和河
南招生考试信息网将在征集志愿当天
早晨公布征集志愿信息，包括正在录
取批次生源不足和投放有新增招生计
划的院校（专业）名单、招生名额、最低
投档分数线以及填报说明等。届时，

未被投档且符合成绩等条件要求的考
生，均可通过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
选报征集志愿。

在整个高招录取期间，对各批次
未完成计划和新增计划的学校，省招
生办将全部向社会公布，公开征集志
愿，提醒考生关注各录取批次征集志
愿信息，并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河南省
招生办公室网站查阅相关信息，按时
完成填报。征集志愿投档时，以当次
征集的志愿为投档依据，即使原来报
有这些学校志愿，也应重新填报。填
报征集志愿之前，考生可凭本人账号
和密码登录“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
生服务平台”查看本人档案状态，已
被录取、预录取及阅档状态的考生不
可填报征集志愿。符合填报条件的
考生应按照规定程序和时间完成征
集志愿填报。

多渠道查询录取信息
目前，已有多所高校公布在豫录

取结果，省招生办提醒考生，要通过
正规渠道查询本人录取结果。考生
可凭本人账号和密码登录河南省普
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进行查询；
也可关注河南省招生办公室微信公
众号，绑定后接收个人录取信息推
送；不少高校的官网和微信公众号提
供录取结果查询服务。

据悉，为方便考生及时了解高招
动态信息，今年录取期间，省招生办
通过多种方式全面加强考生录取状
态查询服务：畅通查询渠道，通过河
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及
时发布考生档案最新状态信息；提供

“一对一”推送服务，向关注河南省招
生办公室微信公众号并通过验证的
考生推送个人最新录取状态。

截至目前，普通高校招生考生
服务平台共为 9.6 万考生发布了个
人档案最新状态，微信公众号共向
3.4 万考生推送了个人录取最新状
态通知。

高招录取结果查询通道开通
4类招生今日征集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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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逆势而上开新局
——郑州“期中答卷”行业发展观察

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刚领

今天夜里到明天
大风骤雨或来袭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天刚放晴没几天，雨又要
来了！记者从市气象部门获悉，今日起到本周六我
市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其中今夜到明天我市有大
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根据预报，8月11日~15日我市处在副热带高压
边缘，暖湿条件好，不稳定能量强，多阵雨、雷阵雨天
气。其中 11日夜里到 12日受切变线和低空急流影
响，我市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
流天气。

气象部门提醒：前期我市出现大范围暴雨，需重
点防范降水叠加可能造成的山洪及崩塌、泥石流、山
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在强降水出现后，尽量减少到山
区游玩。同时，需防范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城市内涝，
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避免
强行通过。

华灯璀璨
烟火人间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郑东新

区如意湖畔周边热闹起来，千玺广
场下露天酒吧旁，歌手在倾情演
唱，艺术中心旁环道上，创意集市
吸引众多顾客采购，如意湖北岸的
CBD文化广场“醉美夜郑州”活动
丰富多彩，如意湖中，闪烁着彩灯
的游船穿梭来往，一派繁华景象。

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健 摄

上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郑州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危机中觅新
机，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9.9%，增速高于全
国（软件业务收入）平均水平3.2个百分点。

实现快速增长

市工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全

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平稳快速增

长，规模以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

营业收入 104.6 亿元，同比增长 9.9%。大

数据、信息消费、网络安全等软件行业企业

上半年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新华三大

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7.6亿元，同比增长 35%。郑州时空隧道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54

亿元，同比增长 21.9%。郑州信大捷安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5月份实现营业收

入8408万元，同比增长8.9%。郑州启明星

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

收入1459万，同比增长14.7%。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软件产业作为信

息技术产业的核心，是新基建建设的创新

引擎，也是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重要内

容，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将为郑州加快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推进中原更加出彩、中部地区崛

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塑造
新优势、提供新支撑。

迎来发展契机

疫情突如其来，不少单位充分发挥

“云”优势，开展“云办公”，将线下工作转为

“线上+线下”双轮驱动、齐头并进，实现了

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两手抓，两不误”。

数据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云办公”

的发展，远程办公需求剧增，各互联网企业

纷纷推出企业级办公应用，提供网络电话、

在线视频会议、多人协作平台等远程办公

工具，同时调度运算资源，提升并发处理能

力，保障各单位业务正常运转，软件服务业

和企业信息化平台建设迎来发展契机。

近年来，郑州市坚持把数字化转型作

为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攻方向，紧紧

把握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大势，大力
实施“百千企业上云”行动计划。同时，在
云服务资源池建设方面持续发力，引进了
阿里、华为、浪潮等一批国内领先的综合性
云平台服务商，培育了景安网络、中原云等
一批本地云平台服务商。

打造发展基地

今年上半年，市工信局积极推动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信息安全产业快速发
展，加快谋划工业大脑、区块链等新业务。
积极编制《郑州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发展规划（2020—2025 年）》，为全市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提供方向指导。

编制《郑州市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2020—2022 年）》，为未来三年我

市新型基础设施、电子信息制造、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信息技术创新、网络新经济

等信息产业发展制定行动指南。推进工业

大脑建设，将工业大脑作为工业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重要抓手，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会同阿里巴巴集团编制完

善《郑州市工业大脑平台建设方案》，组织

工业大脑专家与福耀玻璃、郑煤机、九域腾

龙、宇通客车、格力空调、中机六院等本地

龙头企业深入对接，加快推进工业大脑项

目建设。研究出台相关政策强化对工业大

脑建设的资金支持。

此外，我市正在努力推进企业区块链

建设。召集本地区块链企业进行座谈，对

区块链研发和应用企业进行摸底。会同

阿里巴巴集团编制形成《郑州市企业区块

链服务平台建设方案》，组织区块链专家

与中钢网、世界工厂网、河南电信、万邦农

业、航天金穗等本地龙头企业深入对接。

研究制定政策措施，强化对区块链建设的

资金支持。

据了解，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发力，以

争创中国软件特色名城为牵引，构建“一带

牵引、多点支撑”两层产业布局，聚焦“网络

安全、特色领域、新兴领域”三大发展方向，

实施“名城、名园、名企、名品、名赛”五项重

点任务，努力将郑州建设为全国重要的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基地。

大数据、信息消
费、网络安全等软件
行业企业，营业收入
增长较快

上半年，全市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
现平稳快速增长

规模以上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

营业收入104.6 亿

元，同比增长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