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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晏文龙）

“我 7

点半出门， 搭了一个多小时的车从江

门特意来的”……昨日，广东省 2020

届普通高校毕业生系列供需见面活动

启动仪式暨国有企业招聘专场在华南

理工大学进行。 本次招聘会有 400 余

家国有资产企业参加， 吸引了来自华

南理工大学、广东金融学院、五邑大学

等全省近万名高校毕业生前来参与。

老师“坐诊”：指导学生修改简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招聘会

现场的“简历诊断”处排起了长队，不

少应聘学生手持简历等在现场“坐诊”

的华工就业指导中心老师为自己的简

历提出修改意见。现场，广州大学会计

专业的研究生尚同学正在向老师“求

诊”。

“求职目标相当于简历的灵魂，你

只有写上去之后才会有所聚焦，明

白重点在哪里。 ”指导老师一针见

血地指出尚同学简历中的问题 。

“找不到求职重点” 让尚同学感到

非常迷茫，对此，指导老师耐心分

析说：“你简历中写到曾任宣传部组

长，这一职位需要后期汇集整理信息，

其中一定会涉及到数据。 从表面看它

跟会计所要求的能力不相关， 但实际

上却是相通的。 ”

“菜鸟”面试：最看重待遇兴趣

现场，4名华南理工大学环境设计

专业的大四学生体验到了求职的不

易。“这是我们第一次参与这么大型的

招聘会，步入社会要自己去面试，所以

有点慌。 ”

参观过几个展位后， 他们决定直

奔房地产相关的单位， 理由是“待遇

好”。只是求职过程并没有他们想象的

那样顺利，1 个多小时过去后，“小队

长”吴振桦同学只投出了两份简历。由

于太过紧张，经招聘官提醒，他才发现

简历上忘了写名字。“面试官叫我去补

一张，不知道还有没有戏。 ”

经历过一上午的求职， 吴振桦同

学对用人单位的需求有了基本了解，

也开始对自己进行反思：“他们更多的

是问对行业、岗位、公司的了解，这些

都是我比较欠缺的。 ”但他坚持，比起

薪资待遇他更看重工作内容。“我还年

轻，所以得看兴趣大不大，如果没兴趣

的话，长期坚持也没意思。 ”

招聘单位：有备而来通过率较高

广东省航运集团的招聘摊位上，

两位招聘官半个上午的时间已经收到

过百份简历。 招聘官苏先生介绍：“我

们招聘最看重的就是专业的素养、学

习的成绩和个人的责任心。 ”同时，对

应聘企业的了解程度， 会极大地影响

用人单位的判断。“上午有位同学让我

印象特别深刻， 他除了成绩和综合素

质较好外， 还对我们几个业务板块的

知识，对公司情况，甚至对去年的招聘

情况都有了解，明显是有备而来的。 ”

苏先生说， 像这样的同学通过率就会

比较高。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雁南）

昨日下午，广州

市妇联和海珠区妇联在海珠区琶洲街雅郡花园

社区举办了打造“儿童友好型”“家庭友好型”社

区项目启动仪式。 市妇联巾帼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外联部部长王晶晶，海珠区妇联党组书记、主

席蒋薇、各地区妇女代表、亲子家庭等约 80 人

参加。

海珠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蒋薇表示，儿童

友好型社区能为儿童和家庭提供安全的空间、

社会心理支持，保护儿童免受伤害，为儿童搭建

社区活动和交流平台。据了解，该项目将举办开

办古港学府，包括红板凳儿童学堂、幸福家庭文

化学堂等活动， 鼓励社区的孩子们积极参与社

区的建设，当好“社区小总理”。 此外，蒋薇呼吁

居民共同参与“儿童友好型”“家庭友好型”社区

的建设，“我们率先在雅郡花园社区试点， 日后

把经验推广到海珠区其他社区。 ”

市巾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外联部部长王晶

晶介绍， 中心将根据相关儿童保护工作的要求

做法，在雅郡花园打造适合小朋友的活动场所。

“一切硬装和软装， 都会站在小朋友的角度考

虑，如根据小朋友的身高设置儿童信箱，对尖锐

的角落做包边处理。 ”

琶洲街雅郡花园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

主任王鹏介绍，10 月开始， 由社区的热心家长

链接相关资源， 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讲座或活

动。 接下来， 王鹏计划对家长义工进行技能培

训。 启动仪式上，来自社区、家庭的代表也纷纷

建言献策。黄埔区教育评估中心书记、雅郡花园

社区党员代表贺新元表示，以儿童为纽带，有利

于营造和谐社区氛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云法宣）

近日，白云法院

判决一起固体废物污染环境公

益诉讼案件。该案是全省首例判

决将赔偿款向环境公益诉讼专

项资金项目账户

（ 简称环境公益

金账户）

直接缴纳的案件，亦是

全省第一笔划入环境公益金账

户的赔偿款，开启了环境公益金

制度运行的先河。

私自处理有毒废物，查！

去年 10 月起，田某友、杨某

亮在未办理相关工商登记及环

保评测手续的情况下，在白云区

某路 161 号一地块经办铝火法

冶炼厂，从事铝火法冶炼铝锭业

务。 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废炉渣，

未经任何处理随意堆放于厂区

内，未设置专用堆放场地，亦未

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等

措施。

今年 2 月 25 日，田某友、杨

某亮将 15.12 吨重的废炉渣交

给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孙某

兵，由孙某兵自行处置废炉渣。3

月 5 日，该厂址被查处，被查获

废炉渣 93 吨等物。经鉴定，上述

废炉渣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HW48 类别有色金属冶炼废

物铝火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初炼

炉渣。

罚

51.3

万元

还需承担刑事责任

案发后，委托广东省测试分

析研究所、广州计量检测技术研

究院对涉案现场的固体废物进

行抽样鉴定及计量，发现属于有

毒性危险废物有 18.61 吨，一般

固体废物有 74.03 吨。

法院经审理认为， 田某友、

杨某亮、孙某兵违反国家规定处

置有毒物质， 严重污染环境，均

应当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最终法院判决，田某友、杨

某亮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

刑1年，缓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

2万元；孙某兵犯污染环境罪，判

处有期徒刑8个月， 并处罚金

2000元；田某友、杨某亮共同赔

偿危险废物和一般固体废物处

置费、环境污染损害评估及修复

费等共51.3万元，向白云区财政

代管环境公益诉讼专项资金账

户缴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90日

内在省级媒体上进行道歉。

宣判后，田某友、杨某亮当

庭表示不上诉，并同意直接将诉

讼中提交的 51.3 万元反担保

金，作为赔偿款直接划入环境公

益金账户中。

华工昨日举行国有企业招聘会，近万名省内高校毕业生应聘

老师“坐诊”改简历“菜鸟”面试重兴趣

海珠区启动儿童友好型示范社区项目

鼓励亲子家庭共建

“友好型”社区

白云法院判决固体废物污染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侵害人被判缴赔51.3万

全省第一笔环境公益金“到账了”

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审判

实践中，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被告修

复生态环境的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

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

费用，也可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

境修复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

案的费用和监测、监管等费用或赔偿

款。 其中，环境修复费用、赔偿款及调

查取证、专家咨询、检验、鉴定等必要

费用为环境公益诉讼资金。

去年 10 月 24 日，白云法院受理

了首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判决被告人林某福向区环保局支付

应急处置费用 7620 元， 赔偿环境污

染治理修复费用 10000 元

（ 上缴国

库）

。 此时修复费用是上缴国库，与罚

金相似，但在实现专用于涉案环境污

染治理修复工作及确保公益诉讼的

目标上有所欠缺。

有鉴于此，白云法院积极推进建

立白云区公益金账户制度。 2019 年 7

月 1 日，在区委政法委牵头、协调下，

区财政局等单位的积极支持配合下，

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在白云区财政局

财政代管账户中设立环境公益诉讼

专项资金项目账户，开启了环境公益

金制度运行的第一步，为白云区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公益金制度是这样来的

近万名省内高校毕业生昨日来到华南理工大学求职。 信息时报记者 胡瀛斌 摄

相关链接

招聘官表示，有备而来的同学面试成功率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