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杜玲 通讯员谢长
虹） 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
会“2020招才引智专项行动”焦作专
场活动与我市首届院 （校） 地科技合
作洽谈会将于 10 月 17 日至 19 日联合
举行。记者从10月13日召开的招才引
智专场活动预备会上获悉，目前，我
市招才引智专场活动各项筹备工作基
本就绪，共征集我市企业单位需求项
目118个，专家发布项目66个，已有
40家企业成功对接48个项目。

今年全省“2020招才引智专项行
动”主要包括四项活动：网上招才引

智系列活动，6月至9月举办毕业季高
端人才网上招聘会，6 月至11 月面向
境内外举办网上招才引智系列专题活
动；招才引智主场活动，10 月 24 日
至 25 日在郑州举办高端人才 （项目）
对接洽谈会、省政府特聘研究员招聘
活动和“豫创天下”创新创业大赛；
省辖市招才引智专场活动，包括焦作
在内的10个省辖市组织专题活动；省
外招才引智系列活动，赴 8 个城市知
名高等院校开展招聘活动，重点引进
高校毕业生等高层次、急需紧缺人
才。

10月13日，市人社局组织召开招
才引智专场活动预备会，通报招才引
智专场活动前期筹备情况，对冲刺阶
段重点工作进行部署。我市首届院
（校）地科技合作洽谈会暨招才引智大
会将于 10 月 17 日至 19 日举行。其
中，招才引智专场活动分三部分内
容：10月17日，组织第八届大中城市
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 （秋季） 焦作站
巡回招聘会，国家级创业指导师走进
河南理工大学进行创业就业指导；10
月18日，组织部分专家和企事业单位
代表参加我市首届院 （校） 地科技合

作洽谈会暨招才引智大会开幕式及签
约活动；10月18日至19日上午，举办
2020年海外英才中原行暨第九届焦作
创新创业洽谈会。

截至目前，我市招才引智专场活
动征集有人才需求的企事业单位 625
家，发布岗位需求8700个；征集我市
企业单位需求项目 118 个，专家发布
项目65个，已有40家企业成功对接48
个项目；邀请专家56名，其中，中国
工程院院士 1 人，有海外留学背景的
20人，其他均为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
机构的专家，涉及医疗卫生、现代农

业、人工智能、生物材料、新能源等
20多个领域。届时，将有48个项目分
别在大会开幕式和专场启动仪式上签
约。

此外，我市还将参与省组委会在
8 个城市高校举行的线上线下招聘会
及10月24日、25日在郑州主会场举办
的人才招聘活动。

我市招才引智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1.项目名称：实现钳位型多电平并联型
有源滤波器

发布人：何英杰 丹麦奥尔堡大学（博
士）

项目简介：可进行无功和谐波信号的分
离，产生无功和谐波电流控制指令和完成跟
踪控制，以改善电网的电能质量。

2.项目名称：自动化工业机器人的高速
整线集成

发布人：侯君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
学（博士）

项目简介：以先进制造实体自动化包装
机、膜包机、工业机器人+智能决策支持分
析工具（BIT）的软硬件结合。

3.项目名称：工业废气的烟气除尘与脱
硫脱硝耦合一体化技术开发

发布人：刘曰利 武汉大学（博士）
项目简介：项目产品可应用于电力、建

材、冶金、化工等行业的烟尘（热气体）净
化，实现行业PM2.5的有效控制。

4.项目名称：流行病监控系统
发布人：柳懋祖 美国 Drexel大学（博

士）
项目简介：本企业的产品管道中有应用

各类传感器+智能软件组合的新型衍生产
品、售后服务、技术转让和远程医疗通过美
国FDA和中国CFDA的监管。

5.项目名称：传统地域文化在特色小镇
中的探索和实践

发布人：柳翔 哈佛大学（硕士）
项目简介：通过挖掘区域内历代名人人

文资源，使设计区域内文物建筑、工业遗
产、传统村落得以保护修缮和展示利用。

6.项目名称：大数据智慧农业信息系统
平台

发布人：阮闽 澳洲悉尼大学（硕士）
项目简介：产品融合了地理空间信息系

统、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的智
能地理空间信息系统平台。

7.项目名称：大规模个性化中医药优质
资源云智慧健康服务平台

发布人：汤浩钧 马萨诸塞大学 （博
士）

项目简介：是一款以“大健康”视频云
服务为主、面向中医药知识普及的大数据应
用与信息平台软件。

8.项目名称：复杂曲面的高效高质磨粒
流超精密加工技术与装备

发布人：吴鸣宇 大连理工大学 （博
士）

项目简介：采用粘弹性的磨粒流抛光技
术，解决各类复杂曲面的超精密加工问题，
提高零件的抗疲劳强度和疲劳寿命。

9.项目名称：中草药物联网数据平台
发布人：张朝鑫 美国史蒂文斯理工学

院（硕士）
项目简介：整合融通了境内外多品种资

源、金融服务、仓储与物流和资讯服务，实
现中草药线上线下交易相结合的订单式交
易。

10.项目名称：用尾矿、粉煤灰在天然
气催化燃烧炉窑中固废转化建筑艺术琉璃及

工业色彩识别
发布人：张世红 英国利兹大学 （博

士）
项目简介：二氧化碳加剧了温室效应，

化石燃料产生的粉尘大大促进了雾霾产生，
本项目的实施可大大减少污染。

11.项目名称：重型消防直升机整机制
造

发布人：韩建军 CARLETON UNI-
VERSITY（硕士）

项目简介：将水在亚临界状态转化成微
纳米气泡，整体呈云雾状态，高压灭火后可
以悬浮 35 分钟，吸收高热以及悬浮烟尘粒
子，将燃烧物与空气隔绝。

12.项目名称：太阳能电动踏板车
发布人：丁大为 德国多特蒙德工业大

学（博士）
项目简介：太阳电池板与车体完美结

合，利用车体有效面积使太阳能达290瓦功
率，增加续驶里程，减少电池损耗，满足城
市出行要求。

13.项目名称：多米索智能教琴操作系
统

发布人：李宋 哈佛大学（博士后）
项目简介：是智能声音模拟和识别任何

交响乐声音、可联网教弹交响乐、区块链加
密歌曲的发布平台的计算机系统。

14.项目名称：多模态生物识别道路安
全框架

发布人：何思远 中国科学院（博士）
项目简介：针对“长时间开车时可能会

昏昏欲睡，造成危险”提出了云的多模态生
物识别框架，以提醒司机安全驾驶。

15.项目名称：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储能
平台AlitaPower

发布人：黄俊星 法国亚眠高工 ES-
IEE-Amiens（硕士）

项目简介：AlitaPower 将是一个可以兼
容所有电池品牌的梯次利用系统，专注于退
役动力电池在静态储能方面应用。

16.项目名称：内容创作软件工具与
STEAM教育应用

发布人：何来晨 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
分校（博士）

项目简介：任何没有编程技术的普通
人，都可以通过简单的移动、拖拽、缩放等
操作迅速创作VR场景和内容。

17.项目名称：一款可以准确预测随机
载荷下金属疲劳寿命的数值工具

发布人：马泽鹏 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博
士）

项目简介：在高铁、航空航天飞行器、
汽车的设计阶段，可节约材料成本、提高安
全系数，在十几分钟内处理上千万份的多轴
随机载荷疲劳数据。

18.项目名称：供应链
发布人：李奕明 澳洲纽卡斯尔大学

（硕士）
项目简介：从消费者的角度，通过企业

间的协作，谋求供应链整体最佳化，协调并
整合供应链中所有活动，最终成为无缝连接
的一体化过程。

19.项目名称：轻合金板材成形过程的
缺陷分析与有限元模拟

发布人：林俊峰 乔治华盛顿大学 （访
问学者）

项目简介：能解决由于金属材料在成形
过程中不易确定最优控制参数、工艺实验中
不易对零件成形过程进行实时研究的问题。

20.项目名称：专用环保建材新型技术
工艺

发布人：刘宾 荷兰城市发展研究所
（博士）

项目简介：以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
为宗旨，着力打造为产业集聚、布局合理、
功能完善、环境优美的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
园。

21.项目名称：电力电子领域谐振及软
开关技术的产业化

发布人：田建龙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博士）

项目简介：使开关工作于软开关状态，
从而极大地提高效率，降低系功耗和电磁污
染，提高频率、缩小系统的体积和价格。

22.项目名称：基于AI智慧的分布式太
阳能热电站

发布人：汪洋 CIC Energigune （博
士后）

项目简介：旨在成立一家从事智慧型分
布式太阳能相关设备设计、生产的高新技术企
业，提供太阳能热电站产品配套建设及服务。

23.项目名称：生物质热能制冷机
发布人：吴旻 新加坡国立大学 （博

士）
项目简介：以秸秆等为燃料，利用热虹

吸和道尔顿分压定理，采用氨、水、氢（或
氦）气为工质，实现无压缩机制冷。

24.项目名称：360度全景VR体验馆
发布人：熊乜 美国国际大学（硕士）
项目简介：通过特殊立体动漫设计与模

型计算，形成6D效果与360度VR多角度呈
现，实现用户真实感官体验和视觉震撼。

25.项目名称：一种新颖抗癌生物制剂
重组溶瘤痘苗病毒

发布人：阎辉 浙江医科大学（博士）
项目简介：可选择性靶向肿瘤细胞内感

染复制并最终裂解被感染的肿瘤细胞，而不
损伤正常组织。

26.项目名称：先进环境仿真软件、定
制服务、量产和衍生产品

发布人：余利仁 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
大学（博士）

项目简介：是一款为用户提供多个深度
积分两方程紊流模式封闭的准三维精细模拟
系列软件。

27.项目名称：基于云计算重大建设云
端网络监测物联网智慧服务人工智能机器人

发布人：张景平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博士）

项目简介：利用基于人工智能机器人协
助工程人员改善未来重大建设设施施工健康
监测，提高运营决策效率。

28.项目名称：日本装备制造技术咨询
发布人：周咏 广岛大学（硕士）

项目简介：致力于将发达国家的技术人
才介绍到国内，为国内企业提供技术咨询，
在装备制造领域帮助中国企业实现跨越与提
升。

29.项目名称：柔性透明导电薄膜制备
设备和技术工艺

发布人：朱锋 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博
士后）

项目简介：引进柔性透明导电薄膜设备
制造技术和镀膜工艺技术，提供高质量的柔
性透明导电薄膜，满足5G时代的柔性可穿
戴式工艺技术。

30.项目名称：新型生物陶瓷活水材料
及设备的开发应用；生物活水超声波治疗仪
的开发应用

发布人：刘跃魁 日本国立鹿儿岛大学
（博士）

项目简介：超声波水疗仪结合生物陶瓷
活水装置，形成叠加综合水疗，追加效果优
异。通过水活性化，增加水的含氧量，应用
效果优异。

31.项目名称：乙氧基（五氟）环三磷
腈 PFPE）阻燃剂生产工艺开发

发布人：郑付伟 哈尔滨工业大学（硕
士）

项目简介：乙氧基 （五氟） 环三磷腈
（PFPE） 在提高电解液耐热性的同时，使电
解液具有高转移数和低电化学极化，从而提
高电池寿命，是一种具有应用前景的动力电
池阻燃添加剂。

32.项目名称：音频介导的深脑刺激设
备(医疗器械）

发布人：何恩其 斯坦福大学 （博士
后）

项目简介：通过载体双光子显微镜证
实，特定音频刺激可激活小脑-丘脑神经
轴，促进神经营养因子BDNF等的分泌，促
进突触形成。

33.项目名称：数字文旅综合服务平台
发布人：胡媛媛 北京师范大学 （硕

士）
项目简介：数字文旅综合服务平台采用

线上和线下结合服务模式，建立文旅行业新
业态，线上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
对产业形成模块化。

34.项目名称：智能装备制造中多功能
多应用强化视觉制导机器人(eVGR)的开发

发布人：陈攻 圣塔克拉拉大学 （博
士）

项目简介：以物联网框架下的传感器和
遥感技术为基础，经过自主开发的警报管理
模块、风险管理模块、网络安全和决策系
统，实现机器人在复杂变化环境中的应对决
策智能化。

35.项目名称：滚轮式电动牙刷
发布人：李国斌 中国地质大学 （博

士）
项目简介：产品涉及生活用品技术领

域，结构合理，三辊轮结构可对牙齿清洁更
彻底。

36.项目名称：氢气中CO脱除技术及
5kW PEMFC燃料电池系统集成示范滚轮

式电动牙刷
发布人：张玉龙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

化学研究所（博士）
项目简介：针对氢能汽车的应用而开

发，为氢气中微量CO的有效脱除提供了一
种具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

37.项目名称：植物源杀虫抗菌剂
发布人：钱坚明 同济大学（本科）
项目简介：成分天然、可自然降解、无

农药残留，具有对人和动物无伤害、高效低
毒、药效时间长、杀虫效果好等优点。

38.项目名称：结肠癌疫苗；氨基葡萄
糖生产新工艺

发布人：王耀辉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博士）

项目简介：结肠癌疫苗是通过结肠癌病
人手术后获得的自身癌细胞而制成的自体疫
苗，临床效果明显。生物酶技术是细菌中提
炼出生物酶与原料共同发哮。工艺流程从7
天缩短到16小时，目前中试阶段完成，可用
于大批量生产。

39.项目名称：高分子智能制造纳米材
料

发布人：黄译萱 剑桥大学（硕士）
项目简介：是一种新型的纤维、金属层

状复合材料，其拉伸性能、抗冲击性能、抗
疲劳性能及环境耐久性等十分卓越，适应航
空、航天领域轻量化的发展趋势。

40.项目名称：Noah癌症早期检测和
评估；具有高效广谱杀虫性的环保型杀虫剂
——天然除虫菊酯

发布人：秦玉 伦敦大学（博士）
项目简介：人体在服用ALA后会积存卟

啉，通过测定尿液中卟啉的代谢量，使癌症
早期诊断变为可能；除虫菊目前在国际上处
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我们已在最适合除虫菊
生长的非洲肯尼亚开始了大规模育苗及种植
技术培训。

41.项目名称：脂质体和聚合物转染试
剂

发布人：吴沂航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
（博士）

项目简介：可用于核酸分子的细胞内递
送，目前转染试剂的前景广阔。

42.项目名称：超磁纳米复合孔材料的
研发及市场化应

发布人：韩光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
（博士）

项目简介：HTC技术制备超磁纳米复合
孔材料具有超高的比表面积（高达2800m2/g）,
又有良好的磁性，可被磁场吸附从液体中快
速分离。

43.项目名称：高端标准物质研发及产
业化

发布人：贾明宏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博士后）

项目简介：拟开展标准物质的研发与产
业化，填补国内市场的空缺，广泛为食品、
药品、环境和卫生等检测领域提供高标准高
质量的“量具”。

44.项目名称：生物分子制备与分析
发布人：黄志坚 美国特拉华大学（博

士）
项目简介：在应用广泛和市场价值高的

生物大分子浓缩、免疫分析、分离介质绿色
制造和蛋白AGL技术等方面实施了开创性研
发，已形成大幅超越世界行业现行标准的独
家优势技术产品群。

45.项目名称：物联云智能自动化大数
据控制系统与清洁能源应用技术集成创新及
其产业化

发布人：杨淑华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博士）

项目简介：本项目研发的技术设备在规
模化种植、温室果园、城市绿化建设、环境
保护、景观作物种植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

46.项目名称：基于移动互联与人工智
能技术的智慧社区O2O大数据平台

发布人：于全 香港浸会大学（博士）
项目简介：将“移动互联网+”“人工智

能数字化存储技术”“O2O 模式”结合起
来，打造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基于人工
智能的O2O智慧社区大数据平台。

47.项目名称：聚乳酸类可生物降解高
分子材料的开发及产业化；工业专用室内除
尘系统；固废资源利用（如烟气脱硫石膏，
飞灰分选设备等）

发布人：赵 斌 加 拿 大 麦 吉 尔 大 学
（硕士）

项目简介：研发和生产高纯度、低分散
度、品质稳定、品种多样化的聚乳酸类双亲
性和可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填补了国内多
个空白；工业专用室内除尘系统设备内部设
计一段电场，采用“静电-滤膜”结合的方
式净化空气，施以高压直流电使电场的两极
间产生电晕放电，形成高能电场区。

48.项目名称：科创教育基地建设
发布人：仝兆景 西北工业大学（博士

后）
项目简介：长期从事自动化控制、智能

检测的教学和科研，曾申请专利10项目。
49.项目名称：行吟者文旅 （半亩方

塘）IP焦作落地
发布人：邹宇泽 北京大学 （硕士）
项目简介：半亩方塘是项目团队的工商

注册字号，出自宋朝朱熹 《观书有感》 一
诗，这注定了我们和阅读、诗歌有缘。

50.项目名称：靶向纳米抗肿瘤药物的
合成

发布人：杨革 法国巴黎DANISCO全
球生化工程中心（博士）

项目简介：γ-PGA-CS-抗体药物纳米
微胶囊体复合物是一种有效的靶向性抗肿瘤
药物，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社会经济
效益前景广阔。

由于版面有限，还有部分项目未刊载。
各用人单位可登录焦作市人才交流中心网站
（http://www.jzrcw.gov.cn/）查看所有项目并
进行对接，有意向者及时联系市人才交流中
心工作人员，大会组委会将为您牵线搭桥。

联系人：郭乃玮13403919068/2118725
谢长虹13603916613/2118705

焦作市招才引智筹备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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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杜玲） 昨 日 ，
记者从市人社局
获悉，第八届大
中城市联合招聘
高校毕业生 （秋
季） 焦作站巡回
招聘会暨河南理
工大学 2020 年秋
季双选会将于 10
月 17 日在河南理
工大学体育场举
行，预计有 1.2 万
个岗位供学子选
择。

本 次 活 动 由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发起，全
国 人 才 流 动 中
心、河南省人社
厅、焦作市政府
联合主办，河南
理工大学、市人
社 局 联 合 承 办 ，
是在我市举办的
全国性大型公益
高校毕业生就业
服务活动。

据 了 解 ， 本
次巡回招聘会拟
设展位600个。从
目 前 报 名 情 况
看，参会单位600家，预计为毕业生提供
各类就业岗位1.2万个。该活动将汇聚全
国优质企业资源，邀约全国各地央属企
业、国有企业、上市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行业领军企业、高等院校、医疗机
构、科研院所等各类企事业用人单位以及
政府所属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团招聘人
才，有效整合大中城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
机构资源，为高校毕业生跨区域求职择业
和用人单位招聘人才提供便捷、精准、高
效的服务。

此次活动将依托全国人才流动中心高
校毕业生精准招聘平台，开展线上线下精
准对接。活动期间，将邀请国家相关创业
导师进行专题宣讲，现场开展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政策咨询服务，宣传焦作市

“1+6”人才引进政策，组织企业进行宣
讲、面试签约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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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本报讯（记者杜玲） 我市更多

失业人员可享受 6 个月失业补助金
了！近日，从市人社局传来好消
息，我省将两类失业人员申领 6 个
月失业补助金政策的实施时限追溯
到2018年12月29日。此举，意味着
政策覆盖人群更广泛，我市享受这
一政策的失业人员也更多。

市人社局提醒广大失业职工，
失业补助金申领方式多样灵活，线
上、线下均可申领。符合条件的失
业人员尽快申报，人社部门将提供
优质便捷服务，确保失业补助金政
策在我市应享尽享。

6 月 16 日，省人社厅、财政厅
共同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保
险保生活稳就业工作的通知》 规
定，2020年3月至12月，领取失业
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
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 （因本
人原因解除劳动关系或参保缴费不
足 1 年） 的参保失业人员 （不含参

保不足 1 年个人不缴费的农民合同
制工人），可以申领6个月的失业补
助金。

“扩围保生活是今年全国失业保
险‘头等大事’，失业补助金的申领
发放是扩围关键政策，突出定位是
救急救困的时效性。我省从 9 月起
暂时将政策实施时限追溯到2018年
12 月 29 日。”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
说。

2018 年 12 月 29 日至 2020 年 12
月31日期间，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
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不符合领取
失业保险金条件 （因本人原因解除
劳动关系或参保缴费不足 1 年） 的
参保失业人员，可以申领 6 个月的
失业补助金。该政策将执行至2021
年6月30日。

发放标准为：在我市累计参加
失业保险缴费2年以上的 （含 2 年）
参保失业人员，按照统筹地区失业
保险金标准的 80%发放；在我市累

计 参 加 失 业 保 险 缴 费 1 年 （含 1
年） 不足 2 年的参保失业人员，按
照统筹地区失业保险金标准的 60%
发放；在我市累计参加失业保险不
足 1 年或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
就业的失业人员，按照我市失业保
险金标准的50%发放。

失业补助金线上申领渠道包
括，登录“河南省社会保障服务平
台 ” http://222.143.34.121/portal/#/
home 进行网上申请，登录“国家
公共服务平台”http://si.12333.gov.
cn进行网上申请，通过“微信”或

“支付宝”—“城市服务”进行申
请。失业补助金线下申领渠道为，
失业人员可持本人身份证或社保卡
到市人社大厦二楼 3 号至 8 号窗口
受理科申请。

市人社局提醒，失业补助金和
失业保险金不得同时领取，且每人
只能享受一次，不享受其他失业保
险待遇。

我市失业补助金申领范围扩大
本报记者 贾定兴

“有了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帮扶，家
里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更得注意自己的
身体，定期体检就是最好的方式，这样
做对自己、对家人都好。”9 月 22 日 8
时，修武县五里源乡南庄村的孟保国来
到村委大院参加免费体检活动时高兴地
说，昨日他从村里的微信群得知今天村
民可以免费体检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不
用再为腿脚不便到乡、县医院体检而发
愁了。

孟保国口中的免费体检活动，是由
市人社局、市医疗保障局联合中国平安
开展“三村工程·村医项目”走进帮扶
村的免费体检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
这次体检项目包括血常规、肝功能 6
项、血脂、血糖、癌症筛查、X光拍片
检查、肾彩超检查、心电图检查等。此
次体检，使该村群众对自己的身体状况
有一个全面了解，以便在日常生活中对
疾病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当天，平安健康（检测）中心医护
团队使用配备全数字化DR、彩超、心
电图等基础设备的移动监测车为该村
100余名村民进行现场体检，平安云平
台线上的全国专家也对体检实时进行
远程诊断指导，并对该村医进行医疗
知识培训。

为南庄村群众送上“健康体检大餐”

体检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贾定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