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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招聘信息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 日电
（记者安蓓）国家发展改革委2
日发布消息，根据近期国际市
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
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2019年
12 月 2 日 24 时起，国内汽油、
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55元和
50元。

本次调价折合汽油和柴油
价格每升上调约 4 分。国家发

改委有关负责人说，中石油、
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公司要组
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
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
价格政策。各地相关部门要加
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
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
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消费
者可通过 12315 平台举报价格
违法行为。

这位负责人表示，正密切
跟踪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运行
情况，结合国内外石油市场形
势变化，进一步予以研究完善。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
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小幅上涨。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预
计，当前全球原油供应充足，
短期内国际油价将维持区间震
荡走势。

汽柴油价格小幅上调

昨日，记者从市人才交
流中心了解到，该中心将
于12月6日举办高校毕业生
就业专场招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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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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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人民路中段809号阳光大厦B
座展览中心三楼。 李 秋

周五有场招聘会
提供岗位1200多个

12月1日起，工信部《携
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施行。

“携号转网”服务，是指
在同一本地网范围内，蜂窝
移动通信用户 （不含物联网
用户） 变更签约的基础电信
业务经营者而用户号码保持
不变的一项服务。

为保障用户携号转网，
《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明
确电信企业九类禁止性行
为，包括无正当理由拒绝、

阻止、拖延向用户提供携号
转网服务；用户提出携号转
网申请后，干扰用户自由选
择；擅自扩大在网期限协议
范围，将无在网期限限制的
协议有效期和营销活动期默
认为在网约定期限，限制用
户携号转网；采取拦截、限
制等技术手段影响携号转网
用户的通信服务质量；为携
号转网用户设置专项资费方
案和营销方案等。人 民

携号转网有保障
这些问题可投诉

本报记者 王龙卿 史文生
马允安

冬日的阳光照在大地上，给
寒冷的季节增添了不少暖意。

11月27日，焦作日报《党报
有约》栏目邀请部分热心市民组
成“市民观察团”，前往孟州探访
脱贫攻坚情况。

孟州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韩愈的故里，依山傍水、地势多
变，以丘陵和平原为主。孟州在
扶贫的道路上一路前行。孟州市
扶贫办主任申冬艳介绍，全市共
有24个省定贫困村，其中8个为
深度贫困村。2014年至2018年有
15个村退出贫困村序列。今年年
初以来，孟州严格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基本方略，共有 677 户
1837 人实现脱贫，剩余 9 个贫困
村全部退出贫困村序列，圆满完
成脱贫攻坚年度目标。

“市民观察团”探访的第一站
是槐树乡源沟村。源沟村位于洛
阳、焦作、济源三市交界处，属
太行山向黄河冲积平原过渡的丘
陵地区，地势落差较大，高岸深
谷。源沟村有贫困户 40 户 116
人，通过落实扶贫政策、建设改
造项目等方式带领贫困村民逐步
脱贫。截至2018年年底，该村有
39 户 114 人脱贫，未脱贫 1 户 2
人，贫困发生率为0.53%。

“市民观察团”成员与槐树乡
副乡长张经鹏一起，来到源沟村
新建的温室蔬菜大棚。去年开

始，通过“公司+合作社+贫困
户”的模式筹集资金 90 余万元，
源沟村建成了12座蔬菜大棚，其
中温室蔬菜大棚 5 座、简易蔬菜
大棚 7 座，种有西红柿、草莓、
线椒、千禧果等。蔬菜大棚的建
立既帮助村庄脱离贫困，又使村
民有事做、有钱挣。“市民观察
团”成员进入西红柿温室大棚
时，正巧遇见山东寿光蔬菜基地
专家在向大棚承包户传授大棚蔬
菜种植知识、检查蔬菜生长情
况。源沟村委会主任秦水利与几
个村民在认真听讲。蔬菜专家张
振东说：“这次我们来主要是帮助
解决两个问题——西红柿坐果问
题和病害问题。对待这些农作
物，要像对待孩子一般细心，尤
其是温度上一定要特别注意，低
温、高湿特别容易产生病害，要
通过增加二氧化碳来升高大棚的
温度，从而保障西红柿的健康生
长。”

这个蔬菜大棚的承包户张其
文是残疾贫困户，今年承包了 4
个大棚。他的妻子说：“要感谢党
的好政策帮我们脱了贫，现在不
愁吃不愁穿。”

“我们源沟村在整村脱贫基础
上，按照‘产业有特色、生态有
呵护、文化有传承’的思路，积
极发展乡村旅游，充分利用源沟
的沟壑优势，打造旅游景观，实
现沟下生态观光游。目前，已建
成8000米环村健身步道、幸福吊
桥，沟下水系正在建设中。”秦水
利高兴地说。

告别了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源
沟村村民，“市民观察团”成员来
到了省级贫困村焦庄村。

焦庄村现有农户 102 户，农
业人口 323 人，耕地零散，种植

粮食作物产量低，建档立卡贫困
户47户143人。2年来，该村通过
开展特色农业、科技蔬菜大棚扶
贫项目，实现了整村脱贫。目
前，焦庄村有20座蔬菜大棚，其
中 9 座种植芸豆。芸豆产量高，
易增加村民的收入。焦庄村党支
部书记席顺新带领干部群众10余
人到山东寿光等地学习考察大棚
种植，有效地破除了干部群众的
思想束缚。他说：“我在焦庄村当
了10年的村干部，村庄脱贫了真
开心，希望我们村民的日子越来
越好。”

“市民观察团”成员随后来到
一座黄瓜大棚。大棚内的黄瓜长势

很好，已经开始采摘上市。正在大
棚内劳作的村民耿麦穗说：“好政
策使家里生活无忧、经济宽裕。
俺家有块麦田，现在又可以在大
棚里打工，每天摘摘黄瓜就可以挣
到50元钱，已经很满足了。”

经过一天的参观，“市民观
察团”成员收获满满，感慨颇
多。“在孟州实地探访脱贫攻坚
后，我感到扶贫工作成效显著。
农民增收是扶贫工作的中心，孟
州市重点抓好整村推进、产业化
扶贫和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
等重点工作，围绕美丽乡村建
设及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不断
发展特色农业、旅游业，推动

农村主导产业形成，带动贫困
人口稳定脱贫，促进农村经济又
好又快发展，其经验做法值得
借鉴。”“市民观察团”成员闫
利雪说。

“今天有幸走进孟州市几个已
经脱贫的村庄，一路所见，一路
感慨。村民们渴望不被自然左
右，拥有自己美好的生活。党的
扶贫政策帮助他们解决了贫困问
题，贫困户的破旧房子得到了改
建，村里的党建综合体建设起来
了，大棚产业也逐渐兴起来了，
村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市民观察团”成员杨瑷嘉深有感
触地说。

携手共前行 脱贫奔小康
——“市民观察团”探访孟州市脱贫攻坚随访记

本报讯（记者韦冰） 11月
29 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李志勇同志先进事迹校园
报告会在河南理工大学举行。
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团市
委、市青联主办，旨在深入推
进全市“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充分发挥先进
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激励广
大师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
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报告会上，李志勇同志生
前同事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
立民、畜禽屠宰监督管理科杨
昭昭、动物卫生监督所林洋以
及焦作日报社记者杨仕智，用
质朴的语言、动人的事例、真
挚的情感，追忆李志勇同志忠
诚履职、心系群众，践行初心
使命，守护人民财产安全战斗
到最后一刻的感人事迹，让现
场师生受到了一次强烈的心灵
震撼和深刻的思想洗礼。

报告会后，团市委、市青

联召开了学习李志勇同志先进
事迹座谈会，团市委、市青
联、河南理工大学相关领导和
青年代表参加了座谈会。他们
表示，李志勇同志用生命践行
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热爱、对
畜牧事业的不懈追求，他的事
迹是对“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最好诠释，要以李志勇
同志为榜样和标杆，学习他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本
职、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实际
行动攻坚克难、干事创业，不
断为焦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
量。

据了解，此次报告会是
“李志勇同志先进事迹校园巡回
报告会”活动的首场报告。下
一步，该活动将陆续在我市各
学校举行，作为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鲜活教材，让青年学子
真实感受平凡岗位上执着坚
守、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激
励他们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李志勇同志
先进事迹首场校园报告会成功举办

问题提出：李先生
问题陈述：我是2012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在市人才交

流中心办理了人事代理。我以前不知道要交年度考核表，从毕
业到现在都没有交过年度考核表，一直在外地做自由职业。我
想问一下，现在可以一次性补齐这几年的年度考核表吗？

行动记者：杜 玲
行动结果：针对李先生提出的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市人

才交流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说，像李先生这种在
市人才交流中心办理个人代理手续的人员，想递交年度考核
表，需要李先生所在单位盖章，然后填写信息并来中心盖章。
如果李先生找到愿意接收他档案的工作单位，可根据自己实际
情况补交 2012 年以后的年度考核表；如果没有找到工作单
位，可以先不用填写年度考核表。

以前的年度考核表可以补交吗

四城联创人人参与四城联创人人参与 美丽焦作人人受益美丽焦作人人受益

12 月 2 日，
解放区焦北街道
民 主 北 路 社 区

“健康小屋”，一
些残疾人士在志
愿者的帮助下进
行康复训练。12
月3日是“世界
残疾人日”。12
月2日，解放区
新建的 10 个社
区残疾人士“健
康小屋”正式投
入使用。“健康
小屋”配置有轮
椅、按摩器、肢
体协调训练器等
器材，并有志愿
者为残疾人士免
费提供康复训练
服务。
李良贵 摄

“市民观察团”成员在探访源沟村蔬菜大棚。 本报记者 王龙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