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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日前，民权县城北区庄子文化
广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这是由该县人社局主办、县
就业促进指导中心承办的 2018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扶贫
招聘会现场。

记者看到前来参加招聘会的求职者络绎不绝，一排排
企业招聘台前，求职者摩肩接踵，细读招工简章，向企业
招聘人员咨询，填写就业意向表……现场异常火爆。

据悉，为确保活动效果，该局提前通过民权网、庄周
求职微信平台及时向社会发出了公告及邀请函，组织县内
外 60余家用工单位现场招聘，提供管理类、服务类、销售
类、生产类等3500多个就业岗位。

“本次招聘会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农村贫困家庭劳动力和
就业困难人员”。该局负责人介绍，通过集中招聘、精准推荐
等方式，定向帮扶困难群众就业，提高人、岗对接成功率。活
动现场，该局专门设立政策咨询台，为入场群众提供就业创
业政策、工伤保险、劳动保障等宣传。

据统计，现场派发政策宣传资料及招聘信息 6000余份，
接受现场咨询2800多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200多人。

民权县“春风行动”
让返乡农民赶“就业大集”

瑞狗闹春，万物复苏。2 月 11 日，
夏邑县抓住当前农民工返乡过春节的有
利时机，隆重举行 2018年春季产业集聚
区集中招工活动，在全县迅速掀起集中
招工高潮。

各乡镇、县直各单位和重点招工单
位，返乡农民工代表以及产业集聚区 41
家用工企业聚集在县织女广场，总结成
绩、交流经验、表彰先进、传递用工信
息。千余名在外地打工人员先后到永安
纺织、大洋纱线、赛琪体育、杰瑞服
饰、富太太家纺等企业参观。先进的生
产设备，花园式厂区风貌，宾馆式职工
宿舍，吸引着他们返乡到这里务工创
业，“这里不比沿海企业条件差，有些
地方甚至超过他们。”打工仔打工妹边
看边议论。当天有 800 多人现场签订了
劳动合同。

跟随参观的人群，记者与企业老
板、返乡就业员工、企业服务单位负责
人热情交谈，深感夏邑这片投资热土人
气十足、充满活力。

家住夏邑孔庄乡段庄村的孟双方，

2013年 5月来到杰瑞服饰公司，现在她
在公司套口部已工作五年。“以前我也是
每年去南方打工，去过很多地方，换过
很多工作。在外打工有很多的苦恼和无
奈，照顾不到老人孩子，心里总是要牵
挂着家里，夏收秋收还要来回奔波，春
节总是‘一票难求’，匆匆来匆匆去，和
家人团聚的日子很少，春节结束还要考
虑去留。”说起外出打工，孟双方心中充
满了辛酸。

杰瑞服饰拥有国际最为先进的全自
动针织电脑横机 1000台，配套的后整设
备 500台，在册员工 800人，每年生产羊
毛衫500万件以上。该企业授权生产的阿
玛尼、HM、Zara等国际奢侈品牌及知名
品牌数不胜数，杰瑞服饰已经成为河南
最大的针织服装企业。员工们的工资基
本每月都在 4000元左右，孟双方的工资
每月都在5000元以上。

“作为产业集聚区一名老员工，五年
来，我亲眼见证了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历
程，亲身感受了家乡的变化，企业的环
境、待遇都已经和南方不相上下，宿舍

有空调、热水器、卫生间，公司还有夫
妻房，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照顾家里，
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安安心心地工作。”
孟双方如是说。

家住城关镇的刘子毅，是去年5月进
入县产业集聚区赛琪体育的一名新员
工。赛琪体育是中国名牌产品，国内五
大运动休闲品牌之一，公司网络覆盖全
国30多个省及直辖市，年实现产值30亿
元，特许专营店达到 2600多家，在国内
运动品牌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我为家
乡拥有这样的企业，自己能够成为赛琪
的一员感到骄傲。”说到家门口就业，刘
子毅满脸幸福。

刘子毅介绍，公司食堂，每顿饭荤
素搭配合理，想吃多少吃多少。宿舍里
有空调、热水器，WiFi全楼覆盖，工资
水平不比外面低。家门口上班，周末还
可以陪陪家人带带孩子。在家工作更是
有很多优惠政策，家乡的政府部门经常
派人到厂慰问困难职工，提供金秋助学
资金、免费为员工体检、员工子女优先
入学等很多好政策。

说起外出打工的感受，刘子毅心有
余悸，有很多的困难和无助。“在沿海
打工时，自己一个人孤零零漂泊在
外，那种落寞的心情一般人很难体会。
更不要说有的公司以各种理由拖欠工
资，强迫员工购买公司产品等。我再也
不会外出奔波了。2018年，赛琪体育又
扩大生产规模，提供就业岗位 1500 余
个，作为一名新员工，我切身享受到了
家乡的好政策，也真诚地呼吁各位父
老乡亲能选择在家务工、共建我们美
丽大夏邑。”

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隋
永法介绍，夏邑县产业集聚区规划面积
19.44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9.2平方公
里，以纺织服装为主导产业。2017 年，
商丘市印染行业规划环评和夏邑县产业
集聚区规划调整环评，获省环保厅审
批，成为我省印染行业第一家获批的产
业集聚区。据统计，县产业集聚区 27家
重点企业春节后需要用工 7200 人。眼
下，前来县产业集聚区参观报名的返乡
青年络绎不绝。

夏邑县涌动春季招工潮
本报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田新亚

2月12日，民权县财政局志愿者正在该县火车站候车厅
内打扫卫生。据悉，该县财政局每年春节期间都会组织志愿
者开展“温暖春运”主题活动，进一步弘扬“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本报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尹书正 摄

为喜迎新春佳节，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引导群众积极参加农村文化体育活动，2月9日，睢
阳区高辛镇举行了以“拼搏、健康、和谐”为主题的第三届农民运动会，吸引了全镇25个行政村
1000多人参加。本届运动会共设10个比赛项目，不仅有乒乓球、羽毛球、拔河等传统田径比赛项
目，还设有踩气球、企鹅漫步、自行车慢骑等趣味运动项目，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陈学思 摄

2月12日上午，示范区机关
党委联合社会事务局、安监局在
火车南站广场举行了“暖暖新
年”送温暖活动。具体活动有义
诊、宣传烟花爆竹禁放、免费发
放春联、文明志愿服务等。这次
活动所写的春联全部赠送周边群
众，使更多的群众受到传统文化
和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熏陶，增
强节日的气氛。

本报记者 马晓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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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环境空气质量周报
（2018年2月5日至2月11日）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曹静静）“真舍不得
让你走，回郑州以后还要多回来看看，孙迁村永远都是
你的家。”88岁的孙迁村贫困户高正钦握着王建坡的手
动情地说。近日，任期届满的省文联驻宁陵县石桥镇孙
迁村第一书记王建坡准备返回郑州，离开这天近百名群
众手持锦旗自发来到村文化广场送别王建坡。多名与王
建坡结下深厚情谊的贫困户，满含热泪握手相送，表达
了对王建坡的感谢与不舍。

王建坡是 2015 年由省文联选派的驻村第一书记，
两年多的驻村时间，他克服了工作条件差、生活艰苦等
诸多困难，投入了大量精力和热情，扎根孙迁，出色完
成了驻村第一书记职责任务。两年多来，在王建坡的努
力下，孙迁村建设了新村室，打造了基层党员活动阵
地，并在全县“逐村观摩”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帮助 112户贫困户实现了脱贫，新发展酥梨种植面积
1000亩，建设800平方米扶贫工厂一座、占地35亩的村
集体经济养鹿场一座，并建设了 3000平方米的文化广
场。此外，他还注重精神文化帮扶，在孙迁村深入开展

“移风易俗新风尚”活动，先后组织了 7次送文艺下基
层演出，许多省级名家大腕到孙迁村开展慰问演出，丰
富了孙迁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第一书记”帮扶暖民心
村民感激专程送锦旗

一线传真

本报讯（薛 金）随着返乡人员及宽带需求数量的增加，我
市迎来了新的宽带装机高峰期。为给市民提供一个方便快捷的
上网环境，商丘移动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网络强国”号召，做
好节前宽带装维保障工作，仅 2月 11日，装机 3069户，有效保
障了市民的宽带使用需求。

加强组织，落实责任。公司机关各部门成立党员先锋队及
青年突击队，全员到达一线开展营销和装机帮扶工作。成立由
网络技术人员和市场业务人员组成的宽带装维巡回指导小组，
进行全方位的指导和帮扶工作。加强培训，提升技能。对机关
具有一定网络技术基础知识的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协助装维人
员进行光猫、机顶盒、IMS业务的调测以及网线制作等工作；不
具备网络技术基础知识的人员，安排宽带营销工作及物料调
配、线缆布放、工具准备等工作，全方位提高一线装机的及时
率。加强协同，提升效率。为保障工作有序开展，提前安排好
后勤保障工作，机关各部门人员开展分包制度，实行“一对
一”结对帮扶，实现帮扶人员全身心投入到帮扶工作中去，根
据营销进展情况针对业务量较大的乡镇、村庄进行帮扶，提高
装机效率。

商丘移动全力做好
节前宽带装维保障工作

本报讯（记者 翟华伟 通讯员 董敬宗 邢娜）昨日，记者从市
工商局了解到，日前，“柘城三樱椒”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成为我市第四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柘城县三樱椒种植历史已有30多年，种植面积大、质量高，平
均年产量12万吨，总产值10多亿元。目前，三樱椒已经成为该县
农业经济的优势特色产业。

近年来，市工商局加强对重要品牌的推广和保护，依托优势
资源和特色产业，着力打造商标兴市战略平台，大力培育地方特
色品牌，为促进我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目
前，我市共有中国驰名商标7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4件。

“柘城三樱椒”

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本报讯（记者 白 鹏） 2月12日，记者从豫东综合物流产业
园获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
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第二批示范物流园区工作的通知》，公布
第二批示范物流园区名单。我省的豫东综合物流产业园、郑州
国际物流园区被列入“国字号”名单。

豫东综合物流产业园位于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北部，是我
省三大省级物流园区之一，也是我市 11个产业集聚区中唯一的
一个物流集聚区。

豫东综合物流产业园

成为“国字号”示范物流园区

“你之前从事什么工作？”“你对薪资的预期是多
少？”“你有什么特长吗？”2月11日，民权县伯党乡翟
庄村文化活动室内暖意融融，一场由村委会和中国大
地保险商丘中心支公司共同发起的面向该村贫困家庭
成员的招聘会在这里举行，气氛和谐、场面温馨，给
村民增添了一份喜悦与感动。

前来应聘的有两岁孩子的母亲，有刚刚回家的外
出打工者，也有几年前毕业的高中生，他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来自翟庄村的贫困家庭。翟庄村回汉群
众杂居，2012年被确定为贫困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有200户，目前已脱贫183户。

2012 年高中毕业的杨兴庄先后在食品厂、电子
厂、饭店工作过，但一直没能稳定下来。他谈及去年
工作过的某食品厂，从早7点到晚7点，除了中午吃饭
时间，没有休息的时间。下班时手腕都会肿胀，每天
需要用盐水清洗，否则第二天无法上班。“每次过完年
最担心的就是找工作。”杨兴庄说：“今天的面试对我
来说是一个机遇，如果能够得到公司的认可，我一定

好好干。”
“实施精准扶贫，就是要对症下药，药到自然病

除。”商丘日报报业集团驻翟庄村第一书记罗演周这一
药方屡试不爽，“之前，我与这些孩子们都有过交交流，
他们有想法、有理想、有抱负，但缺少的是一个好平
台，经过与中国大地保险商丘中心支公司多次接触
后，我认为这是一个好平台，有五险一金，孩子将来
有保障，家长也可放心。”

“简化招聘程序，放宽聘用条件，让每一位应聘
者都有机会加入中国大地保险商丘中心支公司。”
中国大地保险商丘中心支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保强
说：“企业参与扶贫是责任、是担当，尤其是作为
国有企业更应当积极参与其中；同时我们也深知，
在贫困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大多能吃苦耐劳、勇
于开拓创新，公司的持续发展真的很需要他们。”

经过与每一位应聘者的耐心交流后，董保强现场
向他们表示，“你们都很优秀，春节过后，欢迎你们加
入中国大地保险商丘中心支公司。”

一场面向贫困家庭的招聘会会
本报记者 刘向宇 实习生 杨香港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谢卫勋）2月10日，走进虞城县
稍岗镇的韦店集村，原养鹅专业户王峰对记者说：“你看，这边是
俺刚种的果树，过了年这些树一发芽，比现在好看多了。”

王峰是稍岗镇李集村人，三年前来到韦店集村的济民河旁
开始养鹅。“那时候，这条河只能说是个‘垃圾坑’，几个村的
垃圾都倒这儿，俺的鹅有好几个不小心把垃圾袋吞肚里死了。”
王峰说着掉泪。

现在的济民河，已经被打造成稍岗镇“十里画廊”：暖冬的
艳阳下，成片的冬青树郁郁葱葱，济民河河道整洁，河水清
澈，水中有藕、有鱼。河面波光粼粼，河道旁不时有游人走
过，仿佛人在画中。

济民沟属虞城县引黄灌溉重点工程，在稍岗镇境内约 10公
里，多年来由于河道淤积，造成水流不畅，垃圾遍布。为了改
变这一面貌，稍岗镇围绕县委提出的打造“城镇森林环绕、通
道绿带如锦、农田林网遍布、村庄绿树成荫”的精神，在济民
沟实施了“十里画廊”项目。

“‘十里画廊’开工，周边农户通过土地租赁、土地入股
等形式参与‘十里画廊’项目建设，年人均受益分红 3000元左
右；项目建设期间参与种植、栽培、绿化等就业有 1500多人，
人均工资 2800元，已带动 260户贫困户增收脱贫；目前，一期
光伏发电设备正在安装中，运营后可为村集体经济带来每年 50
万元的收益，贫困户年人均增加收入3500元。”韦店村党支部书
记杜爱华信心满满地说。

“养鹅改种树，照样奔富路。”说着，王峰笑了起来。

虞城县稍岗镇

养鹅改种树 照样奔富路

乡镇之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