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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
“线上+线下”智能化服务
打造就业信息“一张网”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于艳彬
李俊珂 通讯员 杨智宇
近日，
一场由安阳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和安阳市职业服务介绍中心举
办的
“金秋送岗位·心系老兵情”
退役
军人专场招聘会受到了退役军人的
一致欢迎和好评，
招聘会上，
升级改
造后智能化招聘系统成为一个亮点，
为招聘会活动提供了
“线上+线下”
一
体化、
智能化服务。
据介绍，与以往传统的招聘方
式不同，使用智能化招聘系统无论
是预订招聘摊位、发布招聘信息还

是办理求职登记均在网上进行，招
彩LED显示屏、
多媒体信息发布屏、
聘会现场通过身份证读取报名资料 “双屏交互洽谈系统”
等方式发布招
报名应聘，进场人数由视频自动计
聘信息，
实现了招聘信息数字化、
发
数，
实现了现场招聘活动从入场、
登
布立体化、
求职便捷化，
为企业招聘
记、求职到出场的全程信息化引
和个人求职建立
“数字直通车”
。
导。通过智能化招聘系统办理的职
安阳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负
业介绍业务，
还与办理进度查询、
社
责人许秀青表示，通过升级智能化
保查询、
档案查询、
职业指导等业务
招聘系统，
依托新的
“安阳市人力资
相互关联，
数据共享自主自助查询，
源网”，实现了对县市区市场、高校
为求职者带来方便快捷的体验。求
各项招聘对接服务，拓展服务范围
职者可通过自助服务一体机，凭身
及功能，建设全市统一的网上求职
份证、
社保卡、
扫描二维码进场进行
招聘信息发布平台，实现单位招聘
无纸化求职，现场展位全部采用全
和个人求职的有效对接。

■图片新闻

消防宣传送到家 安全上门暖人心
近日，安阳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
辖区民政、团委等部门，
深入脱贫的贫
困建档户、孤寡老人和残障人士等弱
势群体家中，开展“赠送消防器材、传
授消防知识”
活动，
上门为群众讲解消
防器材使用方法、日常消防安全知识
以及需要注意避免的私拉乱接电线等
安 全 隐 患 ，切 实 防 范 火 灾 事 故 的 发
生。活动期间，共向辖区 400 余户孤
寡老人、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及低收
入家庭赠送家用灭火器和独立式感烟
探测器。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于艳彬
李俊珂 通讯员 刘士英 摄影报道

北关区法院学习全会精神 汇聚奋进力量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于艳彬
李俊珂 通讯员 赵梓妍
11 月 12 日下午，安阳市北关
区人民法院干警通过视频会议聆
听了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的“人民法
院大讲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辅导报告会。
会上，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
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围绕“描绘好

现代化新蓝图，再创‘中国之治’新
奇迹”的主题，从新发展成就、新发
展背景、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目标
等十个方面，深刻阐释了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会上提出的一系列新思
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对“十四
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
目标和 2035 年远景目标进行了深
入浅出、权威精辟的讲解。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后，
北关区法院干警迅速掀起学习贯
彻全会精神的热潮，在工作之余通
过集中研讨、自学等多种形式认真
开展学习讨论。干警们纷纷表示，
要对标对表全会精神，以昂扬的斗
志、
扎实的举措，
把全会精神贯彻到
行动上、
落实到工作中，
推动北关法
院审判执行工作全面提质增效。

内黄县法院：打击
“老赖”
不放松“百日冲刺”
再发力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于艳彬
李俊珂 通讯员 苏恒洋 宛姗姗
11 月 14 日凌晨 5 时，安阳市
内黄县人民法院大楼前已是灯火
通明，100 余名执行干警，15 辆警
车、2 辆救护车，6 个执行实施团
队、5 个人民法庭全部就位、整装

待发，开展“百日冲刺”第 21 次集
中执行行动。
在内黄县法院领导张峰、刘晓
峰、赵辉、尚留伟的带领下，执行干
警们兵分五路，又一次向“老赖”发
起了冲锋。经过紧张有序的 2 个
小时作战，共入户查找被执行人

50 余人，现场履行 2 人，执行到位
金额 12 万余元，张贴敦促履行清
单 60 余份。此次行动有力地打击
了失信被执行人的嚣张气焰，并特
邀了内黄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
及新闻媒体记者等共同见证，取得
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北关区消防大队开展消防产品质量专项检查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于艳彬
李俊珂 通讯员 杜宁
为推进消防产品建立管理工
作，严厉打击假冒伪劣消防产品，
11 月 16 日，安阳市北关区消防救
援大队开展消防产品质量检查行
动，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严格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消
防产品现场检查判定规则》等相关
法律规范，重点对销售的灭火器、

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消防
水枪、水带、防火门、呼吸器等消防
产品质量情况进行检查，对每种消
防产品的外观标识、性能参数、生
产厂家、生产日期等逐一开展检
查，通过信息扫描登录中国消防产
品信息网核实产品相关证明材料
和销售渠道。针对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执法人员按照现场检查判
定、样品抽取、确认、送检的程序，
对无法现场判定的消防产品进行

封样，并填写《消防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抽样单》送交相关检测机构检
测。同时要求负责人不断增强消
防产品质量意识，严把源头关，正
确选用合格的消防产品，监督抵制
假冒伪劣消防产品。
下一步，
北关区消防救援大队将
联合市场监管部门继续整治全区消
防产品生产、
销售、
使用领域的市场
秩序，
加大对消防产品市场整顿和规
范力度，
全面净化消防产品市场。
主编：
颜景献

把守规矩变成习惯
让
“生命”
不再添堵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于艳彬
见习记者 刘朋飞
“我这里是个老小区，
楼道里经常停
放着电动车，
小区车也多，
而且很多都直
接停在院内的消防车通道上，特别是每
天上下班高峰期，堵得道路没法通行。
私家车占用小区消防车通道，这个问题
你们可得管管了。
”太行小区一位大娘看
见消防大队的宣传人员激动地说。
停车难是目前大部分小区存在的共
性问题，主要是因为小区内规划的停车
位数量不足，
无法满足居民的停车需求，
这也成了私家车频频占用消防车通道的
根本原因。在多部门联合开展的“打通
生命通道”
消防安全专项治理行动中，
很
多小区为增加停车位，通过“拉直”地上
弯道的消防车通道、变废弃花池为方格
绿化带停车位等方式开辟地上车位，缓
解居民停车难的燃眉之急，提升居民文
明停车、禁占消防车通道的意识。
在龙安区开展
“打通生命通道”
消防
安全专项治理之前，各小区白天大部分
私家车均能停到规划车位上，但到了晚
上，
除了规划中的车位全部停满外，
小区
内外道路两侧的消防车通道上也停满了
车。老小区车位紧张是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消防车通道是生命通道，是万万不
能占用的。
自开展
“打通生命通道”
消防安全专
项治理以来，龙安消防救援大队通过培
训成立了消防志愿者安全巡查组，深入
全区高层小区、老旧小区，
严格按照消防
车通道标识设置标准及要求，
结合实际、
协助物业规范划线，志愿者小组成员都
是各个物业小区的负责人，业务知识熟
练扎实，大大推进了消防车通道标线标
志施划工作。巡查中，重点对已标注消
防车通道、设立警示标志和警戒线但显
示不清晰的单位进行新喷漆，确保醒目
警示；
对未划设消防车通道的单位，
指导
按照统一样式划设消防车通道标志标
线，
设立警示牌。同时，
龙安消防救援大
队强调各小区物业要加强消防车通道日
常管理，
严禁出现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
的情况，
针对落实不力的单位，
坚决追究
相关人员责任。
现在，全区所有小区的消防车通道
上不仅划了标线，还设置了明显的禁停
标牌。居民宁可多走几步将车停在小区
外面，也要自觉遵守禁止占用消防车通
道的规定。
“ 打通生命通道”消防安全专
项治理的开展，使得占用消防车通道的
问题得到很大改善。
下一步，
龙安消防救援大队按照
“全
覆盖、零容忍、严执法 、重实效”的要求，
将消防通道专项整理工作一抓到底，把
守规矩变成习惯，
让
“生命”
不再添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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