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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 日
“中国旅游日”

河北省共推出 100 余项惠民措施
记者从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5 月 19 日“中
景区免费开放。
国旅游日”，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河北省
面向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保定清西陵、古莲花
文化和旅游厅围绕今年
“中国旅游日”
“绿色发展，美好
池，
南大港湿地等景区免门票，
廊坊、保定、沧州、衡水、辛
生活”
的主题，积极组织发动全省各市县文旅部门和广
集等地推出免费讲解、免费乘坐观光车、免费观影等优惠
大企业，精心推出了 50 余项主题活动和 100 余项惠民
措施，
营造温馨旅游环境。
抗疫工作者和省级以上劳动模
措施，进一步丰富群众生活，激发文旅消费潜力，推动
范到承德 A 级旅游景区均免门票，张家口、秦皇岛、唐
行业恢复发展。
山、保定、衡水、邯郸等地 20 余家景区对抗疫工作者、劳
200 多家景区推出降价、免费等面向游客的优惠
动模范实行免门票、门票打折等优惠。
措施。5 月 19 日“中国旅游日”当天，山海关、清西陵、
积极开展文化惠民。
各地积极推出公益性文艺演出、
娲皇宫、南大港湿地、京娘湖、东太行等景区门票半价。 “七进”
演出、
公共文化场馆扩大开放等惠民措施，
举办文化
承德市 50 余家 A 级景区、邢台 20 余家景区门票半价。 演出进景区、
非遗展演、
戏剧演出、
送戏下乡、
广场舞大赛、
沽源天鹅湖、秦皇岛园博园、太行五指山、定州文庙等
民俗演出等系列文化活动，
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除了丰富的惠民措施，全省各地围绕“中国旅游日”策
划举办 50 余场活动。5 月 19 日当天，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举
办“中国旅游日”河北省分会场活动，各地积极举办形式多
样的市级分会场活动，张家口将分会场活动与“乐享大好
河山张家口，畅游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活动启动仪式相
结合，沧州将分会场活动与第五届驴肉火烧美食节相结
合，将同时举办旅游推介、优惠措施发布、文明旅游安全旅
游诚信经营宣传、文化惠民演出等活动。
“ 中国旅游日”前
后，各地还将开展自驾游、民俗文化节、旅游嘉年华、文创
商品展、油画展、赏花季、研学月、采摘节等系列活动，体现
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为游客献上一场味浓料足、全民共
享的文旅盛宴。

一醉汉驾车追尾
致儿子死亡

故宫主题邮票特展亮相紫禁城
5 月 17 日，嘉宾在故宫参观展览。当日，由故宫博物院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袂主办的“国家名片 紫禁瑰
宝——故宫主题邮票特展”开幕，这是故宫博物院首次与中国邮政联合举办文化主题展览。展览分为“江山多娇”
“美轮美奂”
“大有既藏”和“邮传万里”四个单元，共展出邮票 56 套 1732 枚，其中含故宫主题邮票 52 套 1590 枚；配合
邮票展出的 25 件故宫文物。

京津冀专场招聘会提供 2.3 万个岗位
同步举行的线上招聘会发布岗位近 7 万个
为帮助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 5 月 17 日
在中国农业大学启动就业促进周系列活动。在农业大
学，教育部会同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
育厅举办京津冀专场线下招聘会，提供 2.3 万个优质
就业岗位。招聘会吸引了近 2000 名高校毕业生求
职。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主办方采取了分时段预约入
场、展位消毒、相关人员核酸检测、疫苗接种等一系
列疫情防控措施。
这次招聘会的场地特地安排在了农大东校区体育
馆西侧室外。9 时开始，前来求职的毕业生分批有序进
入场地，不少人在反复检查自己的简历，
“一定要给招
聘单位留下一个好印象。”一位毕业生说。共有 156 家
单位来到招聘现场，
其中既有首农、大北农这样的北京
农业龙头企业，也有旷视科技这样的人工智能“独角
兽”企业。多样化的企业类型也带来了丰富的岗位需
求，2.3 万个岗位既涉及技术研发领域，也有行政管理、
文案、市场销售等。
紧邻专场招聘会，一场重点领域供需对接会也在
同步进行。中粮集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 120 余家重
点企业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现
场对接，
共同提升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在中粮集团的展
位上，工作人员特意展出了红酒、大米、饮料、牛奶等数
十种旗下产品，绝大部分都是耳熟能详的品牌，
“欢迎

毕业生加入中粮集团，我们是全产业链服务国家、服务
百姓，只要有才华，这里就有足够广阔的舞台。”一位工
作人员说。
为落实疫情防控要求，招聘会采用分时段预约入场
的方式控制人流密度。从 9 时至 15 时，来自京津冀地区
的近 2000 名高校毕业生，按照预约时间分 5 个时段参
会求职。中国农业大学还为求职毕业生准备了多个休息
区，避免人群扎堆。相关负责人介绍，农大会同相关单位
制定了疫情防控、安全保障、医疗应急等方案，现场志愿
者和工作人员均接种了新冠疫苗。
据悉，除了当天的线下招聘会外，京津冀专场线上
招聘会也在 5 月 17 日至 23 日期间举行，500 余家用人
单位发布招聘岗位近 7 万个。2021 届高校毕业生可通过
“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参加线上求职。
教育部表示，为做好 2021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 ， 自 2020 年 秋 季 学 期 以 来 ， 教 育 部 已 组 织 40 场
“24365 校园招聘服务”专场招聘活动，提供就业岗位
342 万个。目前各高校都在全力推进毕业生就业，如
中国农业大学推出 2021 届毕业生就业八件实事，包括
为每名毕业生制定一份就业进展计划表，“一生一策一
方案”帮助他们就业；各院系为每一名拟就业毕业生
撰写一封就业推荐信，为每名毕业生提供一次就业面试
模拟路演等。

近日，河北广宗县交警大队将一起涉嫌醉酒驾
驶机动车追尾的案件移交给当地检查机关，将以交
通肇事罪对当事人提出公诉，驾驶员饮酒后追尾停
在路边的半挂车，
造成多人受伤，一人死亡。
2 月 7 日，广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值班民警接到
县局 110 指令，有人报警称广宗县某轮胎厂门口发
生了交通事故，一辆轿车与一辆半挂车相撞，值班民
警接到指令后，迅速赶到现场进行勘查。值班民警到
达现场后发现，在 340 国道南侧由西向东行驶的车
道上，头东尾西停放着一辆吉普牌越野车与一辆半
挂大货车，越野车的车头已经钻到了半挂车车尾底
部，两车的损坏程度相当严重，此时后车的司机已经
不在现场。
对现场的人员进行询问后，得知此次交通事故
有人员受伤，后车的司机以及车上乘客已被送往广
宗县医院进行救治，同时发现后车司机邹某有饮酒
后驾驶机动车的嫌疑，随后民警立即赶往县医院进
行调查，
找到后车司机邹某，对其进行了血液取样。
经过调查后得知，后车司机邹某和同事在某饭
馆一起喝完酒后，驾驶这辆吉普牌越野车拉着自己
的妻子、女儿和儿子准备回住处。当时是沿着 340 国
道由西向东行驶的，当行驶到事发地点处时，一头撞
到了停着的这辆半挂车上。
事故发生之后邹某的妻子和儿子都受了伤，邹
某的同事开车把他们送到广宗县医院进行救治，其
中邹某的儿子伤情比较严重，当晚转到河北省儿童
医院进行抢救，
一直抢救到 2 月 13 日，最终死亡。
经司法医学鉴定中心对邹某血液酒精含量进行
检测，检测值为：199.195mg/100ml，达到醉酒后驾
驶机动车的程度，已经依法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随后将以交通肇事罪依法移诉检查机关。

代驾司机没把车停好
男子酒后挪车被判刑
醉酒的魏某嫌代驾停车位置不好，
自己开车在小
区里转悠着重新找车位，
却在此过程中发生了交通事
故。
密云法院发布消息称，
虽然无人死伤，
但魏某犯罪
行为清晰，
被判拘役 4 个月 15 天，
罚金 5000 元。
公诉机关的起诉书显示，
今年 1 月 15 日 22 时许，
魏某在小区里发生交通事故，他驾驶的车辆撞树，散
落物碎片砸在另外两辆车上，
造成三车损坏。
经鉴定，
魏某体内血液酒精含量为 277.4mg/100ml（超过
80mg/100ml 为醉酒驾驶）。
魏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据魏某讲，发生事故前，他本来已找了代驾，而
且代驾已经把他平安送到家里。回家之后，他发现没
拿手机，于是回到车上找手机。左右细看之下，觉得
车子停放的位置不好，他想另外找个更合适的地方，
所以发动汽车，绕着小区转圈。没想到就在这个过程
中，
车子撞树，酿成事故。
事发后，魏某已赔偿他人车辆修理费用，并获得
谅解。
本版据新华社、河北新闻网、
北京日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