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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贴士

本报讯（记者李新和）走进
南水北调绿化带焦作火车站附近
由市总工会设立的“爱心驿站”，
浑身顿时涌过一阵暖流。只见

“爱心驿站”四个飘逸的红色大字
十分醒目，“员工对美好生活的期
待就是工会奋斗的方向”洋溢着

“娘家人”对户外工作的职工的深
情关怀，同时还标明免费对户外
工作者提供热水、休息、无线网
络、手机充电、纳凉、医药应急
等服务内容。市总工会有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已建成

‘爱心驿站’138个，可以全天候
为户外工作的职工提供免费服
务。”

为深入贯彻 《关于进一步规
范和做好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
点建设工作的通知》精神，认真
落实河南省总工会2019年突出办
好“十件实事”的工作部署，为

我市户外劳动者提供更多具有工
会特色的服务，不断提高工会服
务职工的精准化、普惠化水平，
根据《河南省总工会办公室关于
印发〈工会“爱心驿站”建设实
施方案〉的通知》精神，市总工
会今年把这项惠民工程作为大事
要事摆在重要位置来抓。

建立“爱心驿站”的主要目
标任务是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社
会资源，合理布局，选择临街的
商场超市、药房、街道社区便民
服务中心、环卫工人休息室、职
工服务中心（帮扶工作站）、加油
站、银行、移动 （联通、电信）
营业厅、重点工程建设工地等适
合建站的地方，2019年10月底之
前，在全市范围内建成 150 家以
上好管理、少投入、可持续、易
复制、简单实用、党政认可、社
会赞誉、职工欢迎的“爱心驿

站”。通过工会“爱心驿站”平
台，解决部分长期在室外工作的
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园林绿化
工、市政工作人员、通信 （电
力） 维护人员、空调安装维修人
员、交警、行政执法人员、出租
车 （网约车、货运车） 司机、快
递员、送餐员等职工“吃饭难、
喝水难、休息难、如厕难”的现
实问题，切实为户外工作人员提
供“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
喝水、累可歇脚”的爱心服务，
让职工更多地感受到工会组织的
温暖和关爱。

为建成标准统一、设施统
一、管理统一的“爱心驿站”，市
总工会出台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明确要求各级工会要设立“爱心
驿站”统一标识，独立空间驿站
面积不低于 6 平方米，能同时容
纳户外劳动者不少于4人。“爱心

驿站”应正常通水通电，配备可
供休息就餐的桌椅、烧水壶 （饮
水机）、微波炉、电风扇 （空
调）、报刊书籍、应急药品、充电
充气工具等基本设施。有条件的
可拓展驿站服务功能，配备冰
箱、储物柜、维修工具箱、电视
机、无线网络、爱心捐赠柜等设
备，可就近解决如厕问题。要建
立严格的管理制度，注明本站的
服务内容、开放时间、管理人员
姓名、电话等内容，确保驿站每
天开放时间不低于 8 小时。市总
工会还特别要求，各县 （市） 区
总工会要及时将本地建成且运行
的驿站点位在高德地图上进行上
传，并在“豫工惠”手机APP电
子地图中上传驿站具体位置、编
号和图片，便于户外劳动者通过
手机等设备进行查找和系统管
理。

为了尽快推进这项工程，市
总工会积极与各级城管部门、环
卫部门、金融机构等沟通协调，
组织县 （市） 区工会实地考察站
点选址、设施配备，调查研究维
护运营、突出工会元素等方面的
工作，于今年上半年率先建设了
一批样板式的“爱心驿站”。

市总工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在建立‘爱心驿站’的基础
上，市总工会还着手推进‘爱心
早餐工程’，解决广大环卫工人早
餐问题。”目前，这项工程已在武
陟县开展试点工作。该县经过调
查摸底，计划从提高早餐标准、
添加工会元素、适当扩大覆盖面
三个方面，优先解决该县 600 余
名环卫工人的早餐问题，再逐步
推进扩大“爱心早餐工程”覆盖
面，探索成体系、可复制、易操
作的工作模式。

我市138个“爱心驿站”为户外劳动者提供暖心服务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 10月7日，“欢乐国庆、
幸福重阳”沁阳市首届孝善敬老节上了央视《东方时
空》。通过节目，记者看到，红红火火的灯笼、五彩缤
纷的饺子、兴高采烈的节目暖了老人的心。

该活动由沁阳市委宣传部主办。“欢乐国庆、
幸福重阳”沁阳市首届孝善敬老节主场设在沁阳市
中心敬老院，200多位老人欢聚一堂，共度佳节。

舞台上，“好媳妇”“好婆婆”“好女婿”、文明
家庭、孝善敬老企业家等荣誉一一揭晓；舞台下，
沁阳市中心敬老院、残疾人医养中心的200多位老
人围坐在10多个圆桌周围，喝着茶，看着精彩的
文艺演出。

文艺演出结束后，一盘盘热腾腾的饺子端到老
人面前。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老人的脸上露出了
开心的笑容。

据沁阳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沁阳市
60 岁以上老人有 8 万名，其中百岁以上老人 13
名，最大年龄106岁。

据悉，今年重阳节前后，沁阳市共举办“百家
宴”“饺子宴”等孝善敬老活动230余场。

沁阳市首届孝善敬老节
上了央视《东方时空》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 如今的大
沙河到底有多美？我市知名摄影家及众
多摄影爱好者用他们的照片给出了答
案。国庆节期间，“我眼中的大沙河”主
题摄影展在市龙源湖公园北广场火热展
出。记者昨日从市摄影家协会了解到，
明日（10月10日）起，摄影展将移师市人
民公园西门，欢迎市民前去欣赏。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经过我
市上上下下的努力，大沙河已有了让
人惊艳的模样。堤岸上，成片的草坪
宛若巨大的绿毯，覆盖了裸露的黄
土；各种果树和珍稀乔木郁郁葱葱；

水上栈道、湖心观岛、塑胶广场、休
闲驿站、健身器材，原来沟壑纵横、
杂乱无章的河滩湿地成为 5 个初具特
色的节点公园；河道内水禽飞翔、鱼
儿欢跃……改造后的大沙河滋润着这
个城市，焕发勃勃生机。

本次展出的摄影作品中，有的展
示河上飞禽的优美姿态，有的展示大
沙河上空绚丽的彩霞，有的展示美丽
如画的花草，有的展示市民健身时的
无限活力，有的是大沙河今昔对比
照，多方位、多角度展示大沙河生态
轴景观带在进入新时代、如何搭乘生

态治理发展快车实现华丽变身，向人
们展开一幅生态、宜居、美丽的画
卷，展现大沙河生态治理工程建设和
打造“精致城市、品质焦作”的丰硕
成果，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今天的摄影就是明天的历史，这
次的摄影展就是为了给建设者留下历
史的印记。

据了解，本次摄影展共展出 60 余
幅作品，由市大沙河生态治理项目建设
指挥部、市水利局、河南新时代交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市怀源生态管理有限
公司主办，市摄影家协会承办。

“我眼中的大沙河”主题摄影展明日移师市人民公园

光影定格大沙河巨变

问题提出：王女士
问题陈述：请问在国内统一刊号 （CN） 刊物

上发表文章，继续教育计多少学时？
行动记者：杜 玲
行动结果：记者昨日从市人社局职改办了解

到，关于继续教育的审验标准，大家可以登录焦作
职称网“继续教育”栏目查看《河南省继续教育审
验标准》 的具体内容。该标准规定，版著作 （译
作）或在公开出版刊物（增刊、副刊除外）上发表
论文的，署名前3名的作者按职责排序计算学时，
具 有 国 际 标 准 刊 号 （ISSN） 和 国 内 统 一 刊 号
（CN）的刊物每篇计36学时、28学时、20学时。

在CN刊物上发表文章
继续教育计多少学时

问题提出：王女士
问题陈述：我是博爱县一名教师，我们学校最

近规定女教师产假为3个月。可是按照河南省人口
计生条例规定，产假应该是6个月。请问，国家规
定的产假是多长时间？

行动记者：杜 玲
行动结果：记者从市卫健委了解到，根据《河

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符合
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除国家规定的产假
外，增加产假3个月，给予其配偶护理假1个月；
产假、护理假期间视为出勤。《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19号） 对

“国家规定的产假”进行了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
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增
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
增加产假15天。

该委工作人员表示，《条例》作为已经公布施
行的地方性法规，王女士所在单位应予以执行，
否则可向当地劳动者权益保护机构或卫生健康部
门投诉，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产假可以休多长时间？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在优美如画的地方读书，是
多么美好的享受啊！我市现有一处这样的读书地，就是
位于市龙源湖公园的覃怀书房。记者昨日了解到，9月
25日，该书房悄然试开馆，书友每天8时至21时可到这
里“打卡”啦。

据介绍，覃怀书房是我市市区首家城市公园书房。
10月8日上午，记者来到市龙源湖公园，该书房就位于
龙源湖畔，门外安装不久的雾森系统喷出阵阵水雾，营
造出仙境般的感觉。书房由过去的小木屋改造而成，走
廊曲曲折折，古典的灯饰、明代家具风格的桌椅，让这
里充满了古色古香的味道。文艺的气息、幽静的环境、
淡淡的书香，让时光好像慢了下来。偷得浮生半日闲，
静静地与书为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据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覃怀书房有 1000 多平方
米，上架图书有 3 万多册，有党政读物、文学、地理、
儿童书籍等，每天开放时间是8时至21时，节假日不打
烊。在这里不仅可以看书，还可以购书。

虽然是试开馆，但覃怀书房已经得到不少书友的认
可。很多书友觉得，这里的读书环境太好了，门口有桂
花树，走廊环绕处还有一个袖珍花园，玻璃窗外就是大
片的格桑花，再远一点就是波光粼粼的湖水。

据介绍，今后覃怀书房将继续完善功能，将和市图
书馆、解放区图书馆、山阳区图书馆联网，实现通借通
还，有望做到24小时开放，图书还将定期进行调换、增
加，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

本报讯（通讯员赵曼） 10
月 8 日，全市 2019 年“敬老
月”公证公益服务活动拉开帷
幕。一大早，各县 （市） 区公
证处办理大厅内人头攒动，不
少老年人前往办理公证业务。

据悉，为了切实满足老年
市民对公证服务的需求，各县
（市）区公证处通过电子屏滚动
播放相关信息、利用微信公众
号发布活动公告、指定经验丰
富的公证员专职接待等方式，
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和办理积极
性，使更多老年人能够享受到
快速、便捷、高效的公证法律
服务。

今年 10 月是我国第十个
“敬老月”，为贯彻落实河南省
公证协会有关通知精神，大力
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

美德，体现公证行业回馈社会
的公益价值，10月8日至10月
31日，全市将广泛开展“敬老
月”公证公益服务活动。

据了解，活动期间，各县
（市） 区公证处对本地 80 周岁
（含 80 周岁） 以上老年人申请
办理遗嘱公证的，免收公证服
务费用；办理其他公证事项
的，减收 20%公证费。同时，
开设办证绿色通道，对符合条
件的老年人申请办理公证的，
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出
证；对行动确实不便的老年人
申请公证的实行电话预约、上
门服务；对于法律关系简单、
事实清楚、无争议的公证事
项，申请材料齐全、真实的，
符合法定受理条件，实现让老
年人“最多跑一次”。

全市2019年“敬老月”
公证公益服务活动启动

免费为80周岁以上老年人办理遗嘱公证

信息播报

招聘资讯

记者昨日从市人才交流
中心了解到，本周五 （10月
11日） 该中心将举办离校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
会，想找工作的高校毕业生
别忘了去看看。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预
计有60多家单位参加，将提
供岗位 1200 多个，涉及机
械、化工、电气、建筑、酒

店、旅游、市场营销、金
融、餐饮、计算机、财务、
技工、操作工等行业。此次
招聘会举办地点设在市人民
路中段 809 号阳光大厦 B 座
展览中心三楼，求职者可登
录天纵英才网 （www.tzycw.
com.cn） 免费进行求职登记
并查看更多招聘信息。

李 秋

本周五有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记者近日获悉，省委农
办、省委组织部、省农业农
村厅、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等部门日前联
合下发 《关于实施河南省

“一村一名大学生”培育计划
的 通 知》（以 下 简 称 《通
知》），我省将启动实施“一
村一名大学生”培育计划，
培育一批“留得住、用得
上、懂经济、善管理”的农
村实用人才，形成一支“靠
得住、信得过、干得好、带
得动”的乡村振兴带头人队
伍，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提供人才保障。

根据 《通知》，“一村一
名大学生”培育计划考生报
名、填报志愿及录取手续办
理等，均纳入高等职业院校
扩招工作统一进行，优先招
录农村两委干部，具有职业
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农民职称的农民，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乡村
致富带头人、农民技术人

员、返乡创业农民工、新型
职业农民等。

“一村一名大学生”培育
主要采取“集中理论教学+
实践实训教学”方式进行，
遴选确定一批高等职业学校
和应用型本科高校承担培育
任务。各承办院校根据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对实用型人
才的要求，重点开设农业电
气化技术、农产品流通与管
理、农业经济管理等涉农专
业或相关专业。

各承办院校将分类编制
“一村一名大学生”专业人才
培育方案，单独编班、分类
教学、分类管理，采取集中
教学和分散教学相结合、在
校学习和“送教上门”“送教
下乡”相结合、线上教学和
线下教学相结合等多种教学
形式。学员可利用周末、节
假日、农闲时节集中学习，
学习期满达到毕业要求的，
颁发相应高等教育学历证
书。 （据《河南日报》）

我省启动实施
“一村一名大学生”培育计划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7
日电（记者周舟）一项新研
究发现，接触电子烟的尼古
丁烟雾可能引发肺癌。这一
研究为电子烟危害增加新的
证据。

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研
究团队 7 日在美国 《国家科
学院学报》 上发表报告说，
他们让40只实验鼠连续54周
暴露在含尼古丁的电子烟烟
雾中，结果有 9 只 （22.5%）
出现了肺癌。此外，有23只
（57.5%） 出现了膀胱增生，
患癌风险增加。

传统香烟中添加的硝酸
盐和亚硝酸盐等化合物可发
生亚硝化反应，将尼古丁转
化为亚硝胺物质，后者是一

种致癌物。电子烟中这类化
合物的水平比传统香烟低
95%，因此有宣传称其“更
加安全”。然而，新研究发
现，哺乳动物细胞自身含有
的一种离子也可与尼古丁发
生亚硝化反应，产生亚硝胺
物质，从而导致肺癌和膀胱
处的癌前期增生。

电子烟主要由电池、加
热蒸发装置和一个装有烟液
的烟管组成，可通过雾化
手段将含有尼古丁的烟液
变成蒸气让使用者吸入。世
界卫生组织曾发布报告说，
没有充足证据表明电子烟有
助于戒烟，吸烟者只有完
全戒除尼古丁才能最大程
度受益。

使用电子烟可能导致肺癌
我市市区首家城市公园书房试开馆

书友可到龙源湖公园覃怀书房“打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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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怀书房藏书众多，能满足广大群众的阅读需求。 本报记者 吉亚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