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浩然 杨

德权 通讯员 吴磊） 为进一步拓宽就业渠

道、促进务工增收，支持企业发展、优化营商环

境，1月 29日上午，我市在汝州剧院广场举办
了“春风送真情 援助暖民心”———2023年“春
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启动仪式。

凛冽的寒风没有冷却求职者的如火热

情，“春风行动”招聘会现场人潮如流，热闹非

凡。上午 10时许，记者在“春风行动”招聘会
现场看到，前来求职的人员越来越多，或观看

大牌子上的岗位信息，或与企业招聘人员交

谈，或者用手机查询相关招聘信息；企业工作

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单、岗位推荐、政策宣传、

解答求职者就业的相关疑惑等多种形式，为

求职群众提供了种类繁多、灵活多样的就业

岗位，招聘会现场秩序井然，气氛融洽。

“这些年在外面打工习惯了，家乡的用工情

况我也不了解，我今天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来招聘会上看看。没想到现场就和用工单位达

成协议，我对岗位的劳动强度和工资待遇也很

满意，真是不虚此行。我感觉这个招聘会活动办

得真是好。”31岁的杨女士一直在外地打工，今
年小孩要上小学了，她就想在家找一份不耽误

照看孩子的工作，今天经过慎重选择，顺利找到

了自己中意的企业岗位，心情十分高兴。

参加招聘的汝州市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自

动化养殖技工杨龙隆说：“非常感谢市委市政

府给咱们企业提供这么大的一个平台，本次

牧原给大家带来很多岗位，我们待遇福利优

厚，有五险一金和员工食堂的一个保证，欢迎

大家踊跃报名。”

远道而来的浙江兆弟装配式建筑科技有

限公司经理杨得力说：“我们浙江兆弟集团是

做预制品装配的，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订单

量有了明显的一个提升，对人才的需求也是

提高了很多。汝州一直以来是劳务输出的大

市，我们相信这一次到汝州来，能够在这里招

到我们想要的员工，也希望汝州的老乡能够

到咱们杭州那边去发展、去提升。”

据了解，2023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
活动上，参加招聘会的企业有 150多家，其中包
含杭州、厦门、芜湖的 14家省外企业，涉及旅游、
制药、教育、医疗、加工制造、服务等行业和领域，

共提供岗位 11000多个。参加活动的企业发放
岗位信息一览表、企业招聘简章、就业创业政策

等宣传材料 10000多份，初步
达成就业意向 1600余人。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就业创业工作，不断

完善就业创业政策体系，高

质量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

南”建设，稳定了就业存量，

扩大了就业增量，确保了全

市就业结构持续优化，就业

质量稳步提高。特别是去年，

我市积极克服疫情对就业的影响，秉承“民生

为本、就业优先”工作主线，强化就业服务，优

化创业生态，促进了各类群体有效就业创业，

稳住了就业基本盘，就业创业工作取得了明

显成效。全市城镇新增就业达 1.1万人，新增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达 1.3万人，开展职业技
能培训达 4.7万人次，城乡就业稳中承压。同
时，把促进就业与“万人助万企”、优化营商环

境紧密衔接，广泛开展“助企用工”活动，全力

保障企业用工需求，持续打造高效的政务服

务、优质的政策环境和广阔的承载空间，让汝

州成为助力企业家成就事业的福地、劳动者

安心就业的家园。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开展线

上线下招聘服务活动，丰富招聘形式，加强岗

位收集、梳理和推送，为求职者和企业搭建供

需平台，降低用工和求职成本，提升招聘和求

职成功率，实现精准招聘和精准就业，为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智力支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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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癸卯年正月初九

据平顶山日报 讯

（记者 田秀忠） 1 月
29日，从市科协传来喜
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近

日印发《关于命名 2021—
2025年度第二批全国科
普示范县（市、区）的决

定》，平顶山市汝州、宝丰

两县（市）上榜。

为提升基层科普工

作能力，推动《全民科学

素 质 行 动 规 划 纲 要

（2021—2035年）》贯彻落
实，中国科协开展了第二

批全国科普示范县（市、

区）创建工作。中国科协

在组织省级科协跨省抽

查、会同纲要办成员单位

开展专家评议等工作的

基础上，决定命名全国

480个县（市、区）为第二
批全国科普示范县（市、

区），示范期至 2025 年
底。

自第二批全国科普

示范县（市、区）创建以

来，汝州市补短板、强弱

项、固优势，不断提升基

层科普公共服务能力，在

提升科技工作者服务水

平、搭建多样化科普服务

平台等方面成绩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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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浩然
通讯员 吴磊） 1月 29日下午，汝州·杭州
劳务合作协议签订仪式在市人社局三楼会议

室举行。此次签约对双方全方位开展深层次、

宽领域的合作，推动汝州市剩余劳动力转移、

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等具有重要意义。

签约仪式上，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张

胜伟代表汝州市人社局，对杭州市就业管理

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处处长陈冰心一行到汝州

洽谈劳务合作，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

谢，详细介绍了汝州市劳动力就业和输出情

况，希望能够借助杭州市良好的产业基础、领

先的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和产业生态，加强深

化合作，实现两地资源互补，形成稳定的劳务

输出渠道，有力地促进汝州市富余劳动力输

出，实现家庭、企业、社会多赢局面。

陈冰心对汝州发展劳务经济、促进群众

增收、推动经济发展、助力社会稳定所取得

的成绩给予肯定，表示要以此次签约为契

机，积极加强与汝州市人社局的交流合作，

建立劳务双向帮扶机制和两地技能人才双

向培养交流机制，通过信息互通反馈和专

属联络，保持密切沟通联系，促进资源互

补，确保汝州市、杭州市两地人力资源对接

和劳务协作各项举措取得实效、实现共赢，

共同走出一条劳务协作跨省市融合发展的

新路子。

据悉，此次劳务合作协议的签订是汝州

市人社局与杭州市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劳务协

作的开始，双方将会在劳务协作领域加强交

流合作，探索劳务协作的新模式，拓宽劳务

协作新渠道，建立广泛的信息共享机制，促

进区域间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服务

两地经济社会发展，让更多的劳动者实现稳

定就业、创收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和社会大

局稳定。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亚萍） 1月 29日，“我们的
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汝州市 2023年春节系列文化活动———汝

州市第十一届戏迷擂台赛决赛，在汝州市群众艺术馆举办，并通

过网络进行现场直播。

据了解，经过全市 21个乡镇（街道）的宣传推介，来自全市的
280余名选手参加了线上初赛。经过线上评委公平公正、认真细
心的评选，46名选手进入线上复赛，20名选手进入决赛。经过评
委现场打分，分别评选出了优秀选手和十佳选手各 10名。

本次活动由中共汝州市委宣传部指导，汝州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汝州市文化合作总社主办，汝州市群众艺术馆、汝州市

文化艺术学校、汝州市曲剧传习所承办，并紧密结合春灯节节日

特点，着眼辞旧迎新、阖家团圆，着眼突出群众主体，调动群众参

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激发广大群众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

会的真挚情感。

我市 2023年“春风行动”助力稳岗就业
提供岗位 11000多个 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1600余人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亚萍）
“什么是绿色阅读？”“什么是文明上网？”

……1月 29日，汝州“护苗”读书会在陵头镇
王湾农村书屋举行，现场的学生积极回答志

愿者的提问，并在志愿者的指导下进行分类

阅读。

“我是段村小学的老师，平时在学校就带

领学生读书，今天以志愿者的身份在这里和

孩子们一起读书，感觉特别好。”在现场，志愿

者李婷婷不仅带领十

几名学生一起读书，还

和其他志愿者耐心地

帮助学生、群众挑选读

本，同时为他们详细解

答读书中遇到的问题。

现场集体诵读完

毕后，大家分别挑选喜

欢的书籍进行阅读，其

乐融融。“农家书屋的

书非常多，我能在这里

学到很多课外知识，还

能在这里认识许多小

朋友，我非常喜欢这

里。”段村小学六年级

学生邱文涵说。

据了解，农家书屋作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阵地，是满足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

今年春节期间，陵头镇王湾农家书屋“不打

烊”，多举措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众多爱

好阅读的群众走进书屋，乐享文化大餐。下一

步，该镇将继续推进农家书屋改革创新，紧跟

时代步伐，提升服务效能，发挥文化聚集效能，

营造良好的乡村阅读氛围。

日月其迈，岁律更新。汝州大地，气场全开。

总投资 118.6亿元，我市今年第一季度 13个重点项目集

中开工；7天接待游客 142.3万人次，汝州文化旅游业重焕生

机。同时，我市乡村旅游蓬勃发展，夜间游览丰富多彩，补贴政

策拉动消费，旅游市场文明安全有序……这一切迹象表明，我

市在经历了疫情创痛之后，一如凤凰涅槃，展翅翱翔蓝天。

朝阳催春早，征途有初心。项目推进如火如荼，招商引资

马不停蹄，企业生产捷报频传……各行各业精神振奋、斗志

昂扬，全市到处升腾起一片火红的发展气场。奋力实现“开门

红”，我们都在拼。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兔是吉祥之物，是重要的瑞兽之

一。春节期间，很多人都收到了大展宏“兔”、前“兔”似锦等

与“兔”谐音的祝福。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人

民干字当头，从现在开始、从此刻出发，拿出“动如脱兔”的

精神状态，以“人一之我十之”的劲头，在充满光荣和梦想

的新征程上迈好第一步，把每一份美好祝福都变成美丽现

实。

实现“开门红”，是扛起全市稳定经济基本盘政治责任的

使命担当，是确保全年奋力出彩的前提基础。开好了头、起好

了步，就能掌握全年工作的主动权，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就有

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保障。是应对复杂形势挑战的客观需

要，有利于增强信心、稳定预期，有利于鼓舞斗志、迎难而上，

有利于变中求机、赢得主动。

所有奋斗都该铭记。刚刚过去的一年，在全市人民的心

中留下了极不平凡的印迹。我们忘不了疫情防控第一线那一

道道坚守的身影，忘不了守护人间“烟火气”那一次次奔走的

脚步，无论是坚守医疗救治最前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在防

疫教学“双线作战”的教育工作者，还是承压前行的企业家、

风雨无阻装扮城市“容颜”的环卫工人、守护平安的公安干

警、走街串巷的快递小哥，每一个奋力奔跑、勇毅前行的奋斗

者都值得我们礼赞。正是有了这一簇簇同心同向的熠熠星

火，最终汇聚成炬，推动汝州高质量发展爬坡过坎、逆势奋

进，稳中有升、回升向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奋斗答卷属于披星

戴月的追光者，属于风雨兼程的追梦人，属于团结奋进的每

一个汝州人。

“开门红”赢得“满堂彩”。新年开好局、起好步，就决定着

我们既要跑好全程“马拉松”，又要全力冲刺一个个“百米

赛”，更要把握每一秒、压实每一步、抓好每一环，永葆“闯”的

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与时间赛跑，跑出汝州“加速

度”，按下新年“快进键”，以“时间效率”为汝州发展“赋能”，

最终实现全年高质量发展。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跑。2023 年，是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我们要始终保持

携手奔跑的团结氛围，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令行禁止、步

调一致，同心同向、接续奋斗，与全

国人民一道，齐心协力画好“同心

圆”。

劳务协作跨省市融合发展

汝州与杭州签订劳务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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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书屋春节不打烊 群众乐享文化大餐

“开门红”赢得“满堂彩”
□李晓伟

志愿者为学生解答读书时遇到的问题

选手张银涛演唱曲剧《骑毛驴离江夏洛阳不远》

招聘企业代表为求职者讲解岗位要求

求职者填写求职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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