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25日讯 1055家单
位、6.8万余个优质岗位、1.5万余
份简历，近15万人次关注———这
是近日中南大学2020届毕业生
春季第一场大型网络招聘会招
聘大屏上定格下的一组数据。

疫情之下，大学生求职不得
不转到线上。中南大学架起“网
络桥梁”，助力2020届毕业生“云
端”就业。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2400家单位报名该校网络招聘
会和空中双选会，提供岗位14万
余个。

“空中招聘”，助宅家求职

“全力以赴找工作，疫情的发
生犹如给我当头一棒。”来自中南
大学商学院的蔡同学说，直到春
节期间，收到辅导员转来的《中
南大学就业指导中心致毕业生
的一封信》， 了解到学校开展的
“空中招聘”，自己那颗悬着的心
终于放下。

据统计，该校就业服务智慧
管理平台已入驻单位15747家，
疫情发生以来， 新增单位1721
家， 发布在线招聘信息1519条，
举办空中宣讲会156场。 单场双
选会首次超千家单位规模，单位
数、岗位数、简历数、关注人次等
均创历年双选会之最。智慧管理
平台可以实时监控单位及岗位

数据，分析变化趋势及原因，让就
业工作更加智能与便捷。“空中宣
讲、线上面试、网上签约，太方便、
太快捷、太高效了。”蔡同学投出简
历后一天就收到了面试通知，如愿
进入富士康精密组件有限公司。

“春风计划”，打造最暖就业

冉同学家在疫情最严重的
武汉，每天隔离在家，在辅导员
的鼓励下投出了10份简历，却没
有收到一份面试邀请，她开始打
退堂鼓。她预约了学校网络心理
咨询。在老师的指导下，她优化
了自己的简历重新投出，一天后
果然接到用人单位的面试通知。
“7×12”小时就业咨询热线提供
“24365”全天候咨询辅导，帮助
学生适应就业新形势，应对就业
新问题，是此次中南大学就业指
导中心推出的暖心行动“春风计
划”的措施之一。

为加强对毕业生的精准帮
扶，该校组织就业专干对2020届
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全员摸底，
针对湖北籍、 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零就业家庭、身体残疾、少数
民族以及非全日制等特殊群体
毕业生进行逐个访谈，建立个人
求职档案，因人施策。截至目前，
春季招聘共签约2300余人。

■记者 刘镇东 通讯员 尹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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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5日讯 随着全国
疫情的好转， 旅游市场也在加速
复苏。 记者今日从部分在线旅游
平台获悉，“五一” 期间的旅游产
品搜索量不断上升， 部分平台搜
索量环比增长超过70%， 其中海
南三亚、 乌鲁木齐等成为热度最
高的目的地。除了周边游外，国内
中短程旅游有望在“五一”迎来进
一步复苏。

据去哪儿网提供的最新数据
显示，近日该平台“五一”假期搜
索量相比之前一周增长76%，尤
其是青年旅客出行比例不断增
加。此外，携程平台上，机票、火车
票、酒店、景区门票在“五一”期间
的搜索量也均大幅上涨。

“安全、假期、优惠依然是影
响旅游决策的主要因素。” 携程
旅游大数据实验室首席研究员

彭亮表示，疫情给旅游行业的冲
击是阶段性的，人们的需求没有
消失，旅游消费特别是国内游意
愿强烈，国内休闲度假旅游将迎
来机遇。

进入3月中旬以来，国内旅游
市场复苏明显加快。 携程的数据
显示，全国已有1600多家知名景
区开园，5A级景区超四成开放。

■ 记者 丁鹏志

25日上午9时，省人民医院门
诊大厅， 患者正在有序排队等待
就诊。在就诊区域，专科诊区分诊
护士正在为患者再次测量体温。

该院院长李小松介绍，3月
16日起， 该院周一至周六全天
开放门诊。医院对于门诊就医的
患者采取三道防控，确保信息的
准确和安全。

“在网上预约挂号时，将新冠
肺炎流行病学调查信息前置嵌入

到挂号系统，这是第一关。”李小
松介绍，一旦识别出异常情况，系
统将提示患者和后台， 建议患者
现场挂号，再由工作人员排查。

其次，在门诊入口进行严格
的体温测量，一旦发现体温异常
人员，立即转到发热门诊，进行
进一步分诊，这是第二关。第三
关， 在门诊候诊区和医生工作
站，会进行体温复测，医生接诊
时会询问患者的流行病学史。

医院门诊逐步恢复，看病更方便了
部分医院只接受网上预约挂号 全省二级以上医院24小时开放急诊

“预答辩顺利通过了，心里
的石头也落下来了。” 近日，身
在湖北宜昌的长沙理工大学工
商管理硕士专业学生谢东杉在
“云端”完成了他的预答辩。

3月4日， 谢东杉接到学校
通知，3月15日开展研究生学位
论文线上预答辩。

在进行预答辩前， 谢东杉
经历过多次视频交流学习。3月
15日上午8点30分，谢东杉作为
该系首位参与预答辩的学生进
入了“考场”。

看着电脑显示屏上记录了
论文要点的PPT， 谢东杉按照
事先的准备进行讲解。 讲解持
续8分钟后，答辩进入了提问环
节。7名答辩组老师针对论文轮
流提问， 整个提问环节大概花
了近20分钟。“预答辩顺利通过
了， 我心里的石头也落下来
了。”对于网络答辩，谢东杉非
常喜欢，他告诉记者，线下答辩
需要将论文打印出来交给答辩
组老师， 而线上答辩只需要将
电子版传给答辩秘书。

据悉，除了谢东杉外，当天
该校还有80名研究生顺利通过
了预答辩。

■记者 杨斯涵 黄京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周瑾容 赵晓华 邓磊 刘孝谊

“现在只要健康码，方便多了。之前要测好几次体温，还要
问个人情况。”3月25日， 前往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复诊的
刘女士发现，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医院里就诊的程序，比以前
方便多了。

连日来，湖南省在巩固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工作成果的基础
上，着力做好其他疾病医疗服务工作，重点保障急诊救治、住院
分娩、肿瘤治疗、血液透析等紧急、持续性医疗服务，以及妇女、
儿童、老年人等重点群体的医疗服务需求。全省二级以上医院
坚持24小时开放急诊，359家血液透析中心（室）正常运行，肿
瘤放化疗以及其他需要维持定期治疗患者的就医需求得到基
本满足。记者走访发现，目前长沙多家医院正逐步恢复医疗秩序。

“云端”就业，14万个岗位等你挑
中南大学推“空中招聘”，吸引1.5万多家企业入驻

“云答辩”助湖北籍
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

“五一游”搜索量不断上升，5月预计迎来国内游高峰

3月25日，
湖南省肿瘤医
院， 医护人员
在给就诊的患
者及家属测量
体温查询健康
码。
记者 顾荣 摄

省肿瘤医院2月3日起全面
开放门诊预约诊疗。前面刘女士
所说的健康码，是电子健康卡升
级后具备的防疫通行“新功能”。

健康码可显示为“红、 黄、
绿”3种颜色，绿色代表低风险人
员， 而红色代表为新冠肺炎确
诊、疑似或密切接触者，黄色为

来自疫情中风险地区或尚在隔
离区。作为“就医凭证”，可替代
就诊卡在就医时全程使用，包括
线上预约挂号、 在线智能导诊、
到院扫码（刷脸）签到、扫码（刷
脸）就诊检查取药、在线缴费查
报告等，让患者“少跑路”，给医
务人员减负，高效快捷。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湘雅
二医院自2月10日起有限开放
门诊， 控制开放专科和号源；
取消现场挂号，仅开放网上预
约号源，预约周期从14天调整
为3天。

该院副院长柴湘平表示，医
院严格实施三级预检分诊。对于
普通住院患者，入院前都需要经
过严格的排查，除了询问流行病
学史、发热症状以外，有疑问者

需进行肺部CT检查和核酸检
测， 经过排查阴性以后方可住
院。针对急危重症患者，医院设
立了急危重症患者隔离筛查病
房， 配备了抢救所需要的设备和
经验丰富的急救人员，一边抢救、
一边排查。医院每个病区设立2间
相对独立的隔离排查病房， 经过
以上排查仍存有疑虑的患者，先
在排查病房观察和排查， 确定无
误以后，方可转普通病房。

25日上午11时， 在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门诊大厅，就诊患者
秩序井然。

疫情发生以来，该院通过优
化预检分诊，加大网上咨询和就
诊力度，将进修医师、社会化住
培学员尽快召回岗位，湘雅医院
把复工复诊作为一项政治任务
来完成，医院计划在4月初恢复
到正常的“满负荷”状态。

目前，湘雅医院所有的专
科门诊已全部开放，每日的门
诊接诊量达到4000人左右；手
术方面，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
的前提下，医院已全面开放手
术治疗 。 患者去湘雅医院就
诊， 需要提前2天在网上预约
挂号。

据了解，湘雅医院自2月10
日起开放门诊，但周末不开放。

省人民医院
入院就诊需过三道关，体温至少测两次

湘雅医院
预计4月初恢复到正常的“满负荷”状态

湘雅二医院
有限开放门诊，预约周期从14天调整为3天

省肿瘤医院
健康码替代就诊卡，让患者就医更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