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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上班第一天

随着春节假期结束， 各地
企业陆续进入开工模式。 记者
3日从创业板上市企业蓝思科
技获悉， 今年公司的用工需求
继续大幅增长，目前面临1.5万
人的用工缺口， 正在启动新春
大招聘。

据记者了解， 总部位于湖
南浏阳的蓝思科技去年建成了
600多亩的新厂区， 今年将全
面投产。同时，其订单也比去年
同期增长不少。 蓝思科技副总
经理彭孟武介绍说， 为了满足
开工的需要， 预计该公司今年
在浏阳总部的用工量为4万余
人，目前的缺口达1.5万，主要
岗位为普工、 工程管理和研发
等。

为方便求职人员， 蓝思科
技在厂区设立了24小时开放、
功能齐全的招聘中心。 身份验
证、面试、体检和培训等环节均
可在招聘中心一站式完成。一
旦符合条件， 求职当天即可分
到员工宿舍。据统计，仅2月2
日蓝思科技节后开工第一天，
前来应聘的人多达近千人。

为帮助企业解决用工需
求， 浏阳市人社局在蓝思科技
启动“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
为企业和求职人员搭建起“零
距离”对接平台，开辟了企业用
工服务的新途径。据了解，蓝思
科技下一阶段还将前往湖南、
江西、 湖北等省的40多个县市
举行专场招聘会。 ■据新华社

本报2月3日讯 今天，立
春撞上新年开工首日， 许多商
家选择在今天开门营业。 在长
沙，今年节后燃放“开门炮”的
情况较往年大为减少， 少了炮
声隆隆的“开门红”，长沙迎来
了空气质量良好的“开门绿”。
根据市环保局发布的监测数据
显示， 今天长沙市空气质量为
优-良。

“以往上班第一天， 大家都
放开门炮，街上跟打仗一样，硝烟
弥漫。”长沙市环境监测站工作人
员表示，3日街上放鞭炮的人比
去年少了很多，路上很清爽。

开门炮少了， 空气质量自
然给力。上午9点，长沙市空气
质量实时发布平台显示，10个

监测点都是绿色， 空气质量指
数AQI为27，空气质量为“良”，
下午3点，AQI维持在33左右。
受冷空气影响， 污染物扩散条
件好转。 据环保部门预测，4日
长沙市空气质量指数AQI：
60~80，良，首要污染物：PM2.
5；5日长沙市空气质量指数
AQI：80~100， 良， 首要污染
物：PM2.5。

环保部的数据显示，2017
年除夕至初一，受烟花爆竹集中
燃放影响，多数城市PM2.5浓度
快速上升。元宵节历来是烟花爆
竹燃放的另一个高潮，环保部门
倡议公众尽量不放或少放烟花
爆竹，过一个安全、祥和、绿色、
环保的节日。 ■记者姜润辉

本报2月3日讯“按照往常
的惯例， 今天来的老人多半是
‘节日病’，血脂超标，都是过节
时吃得太好了。” 今天早上7点
40分，心脑血管专家、中南大学
湘雅三医院老年心内科副教授
江凤林提前到了办公室， 新年
第一天上班，他清理好办公桌，
准备用最佳状态迎接患者。

“江医生，我这几天心慌慌
的，浑身不得劲，您帮我看看？”
听到叫号后，50岁的患者刘先
生赶紧坐到江凤林面前。“这个
可能是因为春节饮食问题导致
的血脂超标。” 凭着多年的经
验， 江凤林一眼就看出了“症
结”所在。

江凤林嘱咐他做了简单的
血脂等化验，结果显示，确实血

脂明显超标。“开些降脂的药物
给你， 自己要注意清淡饮食。”
江凤林反复交代患者。

江凤林教授告诉记者，“今
天的患者比往常多， 但还不是
最多的。根据往年的数据，元宵
节过后会迎来高峰。”

对于如何克服倦怠、 工作
效率低等“节后综合征”，江凤
林给出几点建议：心理放松，轻
松上班；多做深呼吸以应对“上
班恐惧”；通过按摩、散步、减压
对付睡眠紊乱和疲劳； 适当吃
一些健胃消食片或山楂片，吃
清淡一点的饭菜； 可参加一项
自己喜欢的运动， 如轻快的步
行、慢跑、跳舞、伸展等，让自己
的身心“动”起来。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张娜

本报2月3日讯 新春上班
第一天，2017年长沙市“春风
行动” 暨劳务协作赴省内贫困
地区招聘活动启动仪式在该市
人力资源市场举行。 省委组织
部副部长、省人社厅党组书记、
厅长贺安杰， 省扶贫开发办公
室副主任黎仁寅等出席活动并
讲话。

本次活动由市人社局、市
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共同举办，市就业服务局承办，
“春风行动”将举办专场招聘会
105场， 提供就业岗位近20万
个。

岗位要求较低
共将举办105场招聘会

“我们此次主要是有针对
性的招聘就业困难人员， 对专
业技术没有太高要求。”一家包
装企业的招聘负责人介绍，这
次招聘的岗位主要是普工、搬
运、仓管等岗位，薪酬在3000
左右。

记者注意到， 招聘现场除
为数不多的几家企业有涉及到
软件开发工程师等岗位外，更
多招聘的是公司文员、 酒店前
台、文秘、货车司机等岗位，应
征者大都也没准备求职简历，
只是和招聘者进行口头交流。

来自望城的邹大哥今年43
岁， 只有初中文化。“以前也去
过一些招聘会， 但大多是针对
年轻人的， 对学历也有要求。”
他希望能通过这次招聘活动找
到合适的工作，“我力气大，能
吃苦，体力活不成问题。”

据悉，长沙市“春风行动”
将举办105场招聘会，招聘企业
4600多家，提供近20万个就业
岗位。其中，各级人社部门将组
成11支队伍，分别赴湘西龙山、
岳阳平江、 怀化通道等14个贫
困县， 开展劳务协作专场招聘
会18场。

贺安杰指出， 长沙市各级
人社部门要进一步发挥省会城
市的示范引领作用和责任担当
精神，扎实抓好促进就业创业、
劳务协作及就业扶贫工作，确
保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如期脱
贫。活动启动当天，市人社局就
组织由32家企业组成的首支就
业扶贫队伍奔赴湘西吉首、龙
山、保靖、花垣开展劳务协作脱
贫专场招聘。

将岗位送到家门口
建精准就业帮扶档案

“春风行动”是各级党委政
府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和
用人单位招工用工的一项重要
主题活动， 至今已连续开展14
年。近年来，长沙市以“春风行
动”为契机，深入实施创业带动
就业、组织各类就业专项行动、
开展跨区域劳务协作， 有力促
进了全市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
的良性互动， 有效缓解了全市
就业难、招工难等突出问题，逐
渐成为长沙市开年的第一张就
业品牌。

2017年长沙市“春风行动”
突出精准扶贫主题， 全市各级
人社部门将深入乡镇、 贫困村
开展多场就业扶贫专场招聘
会， 将岗位送到农村贫困劳动
力家门口。同时，利用春节期间
农村贫困劳动力返乡契机，摸
底调查其求职意愿和就业服务
需求， 建立完善精准就业帮扶
档案，为其精准提供“311”服务
（每年提供3次或以上职业介
绍，1次就业创业指导，1次就业
创业培训服务），确保各项帮扶
措施具体到人、落实到位。

据悉， 启动仪式当天的招
聘会共吸引75家用人单位进
场，提供就业岗位3843个，进场
求职人数达1000多人，达成就
业意向128人。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任家欣 王雨果

长沙将开105场招聘提供近20万岗位
“春风行动”启动，将赴14个贫困县进行专场招聘

本报2月3日讯“张娭毑新年
好， 春节期间有没有什么问题要
向社区反映的？”今日上午9点，长
沙芙蓉北路街道凤亭社区书记廖
文斌直奔网船班小区居民张俊益
家中了解情况。 该社区城管专干
黄理也是上午9点就出门，行走在
辖区各个小区之间，“看看社区内
是否有燃放鞭炮的现象， 是否有
新增的违章建筑等。”

当天，该社区工作人员全员
上岗坐班， 走访了辖区内困难群
众， 并对社区内各角落安全隐患
进行了排查。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向露丝

本报2月3日讯 今天是2017
年春节后首个工作日， 长沙市天
心区召开了“三大板块百日攻坚”
总结暨项目建设推进大会， 意味
着天心区一中等148个重大项目
将投入建设， 新一年的项目建设
“集结号”已经吹响。

据介绍， 天心区2017年铺排
的重大项目共计148个，预估总投
资966.34亿元，2017年预估投资
216.16亿元。会上，该区专门下发
文件， 对2017年全区重大项目都
明确了任务目标、责任领导，要求
按照时间节点推进和完成。特别是
火宫殿城、湘雅五医院、城铁暮云
站广场等列入省市计划的重点项
目，将不遗余力地完成。同时，要在
9月份实质性启动万家丽路西延跨
江桥、107国道城市化改造和湘江
大道南延线这三个重点项目。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周密 谢昌友

蓝思科技新春用工缺口达1.5万

质量优良，长沙空气迎来“开门绿”

节后首日，老人扎堆看心脑血管科
克服“节后综合征”，看看医生给出的建议

天心区148个项目
吹响建设“集结号”

社区节后再排查

2月3日，求职者在招聘会现场挑选岗位。当天，长沙人才市场启动2017年“招聘黄金周”系列大型招聘活动，
1200余家单位提供各类岗位2万余个，吸引了不少求职者前来应聘。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黄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