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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6日上午，商
城起义胜利90周年纪念大会
在商城县委会议中心举行。省
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委办公
厅、省政府办公厅、省委宣传
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等有关负
责同志，参加过商城起义的老
红军、烈士家属代表，革命先辈
后代代表，商城籍将军家属代
表，从商城起义走出去的部队
现任领导同志代表，信阳市干
部群众、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代
表等300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全体与会同志高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向在

商城起义中牺牲的烈士和已故
革命先辈默哀，商城起义红军
遗属烈属代表张虎林，商城籍
将军后代代表张小宁，商城起
义走出去的5支部队代表新疆
军区某部吴健，少先队员代表
李雨宸等分别在会上发言。

纪念大会前，商城起义胜
利90周年纪念仪式在商城县
烈士陵园举行。仪式上各级领
导同志和各界人士向烈士纪
念碑敬献花篮、集体默哀并参
观了商城县革命烈士纪念
馆。

根据纪念商城起义胜利

90周年活动安排，商城革命史
研讨交流、红色主题教育、招
商引资洽谈、系列文化文艺演
出等相关活动也在陆续开
展。

90年前的1929年5月6
日，在中共商（城）罗（田）麻
（城）特别区委领导下，共产党
员周维炯等率领发动了震惊
全国的商城起义。商城起义的
滚滚惊雷响彻商南大地，响彻
大别云霄，是大别山区一次规
模较大的武装起义，与“黄麻
起义”“六霍起义”一起，并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
党在鄂豫皖领导的三大起义。
起义的胜利，摧毁了这一地区
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势力，诞生
了河南省第一支工农红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
第三十二师，建立了河南省第
一个在县城成立的县级苏维
埃政权——商城县苏维埃政
府，开创了河南省第一块革命
根据地——豫东南革命根据
地，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开
创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我们党“农村包围城市、武
装夺取政权”战略的形成积累
了宝贵经验，在我国革命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报讯 5 月 6 日，我省
“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
公室在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官网“三支一扶”专
栏、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发布招募公告及招募岗位计
划。据悉，2019年全省共招
募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人
员1100名，其中支教160名、
支农207名、支医156名、扶
贫316名、水利73名、社会保
障基层服务188名。服务期
限为2019年9月1日至2021
年8月31日。

“三支一扶”是啥？“三支
一扶”是指大学生在毕业后
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教、
支医和扶贫工作。是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引导
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
就业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
是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政
策、全方位促进就业的重要
内容，是解决农村基层人才
匮乏、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
设的重要途径。

此次招募坚持“公开、平
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按照
公开招募、自愿报名、考试选
拔、统一安排的方式进行。招
募对象为2019年应届全日制

普通高校毕业生（含专科生、
本科生和研究生）；择业期内
（2017年、2018年）离校未就
业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
2017年和2018年退役的服义
务兵役高校毕业生；我省全日
制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
师（技师）班毕业生，可分别参
照大专、本科文化程度报考。

报名时间为2019年5月
11日上午8：00-12：00和下
午 2：00-6：00；2019 年 5 月
12日上午8：00-12：00和下
午 2：00-6：00；2019 年 5 月
13 日上午 8：00-12：00。报
名地点为所报服务地省辖市、
省直管县（市）“三支一扶”办
（单列县由所在省辖市负
责）。具体招募岗位计划、报
名地点、报名方式及咨询电
话，考生可登录河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查看

“三支一扶”专栏内的详细招
募公告。

据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的招募公告与往年
相比有几个不同之处。首先，
招募名额由去年的1000名增
加至1100名。其次，提高了
生活补贴标准。新招募的工
作生活补贴标准为专科生不

低于2500元/月、本科生不低
于2600元/月、研究生不低于
2700 元/月，2018 年招募且
在岗服务的工作生活补贴标
准同步调整。新招募且在岗
服务满6个月的“三支一扶”
人员一次性安家费提高到
3000元。记者查阅《2018年
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
实施工作的通知》了解到，
2018年招募的“三支一扶”人
员，在服务期内工作生活补贴
标准为专科生不低于 1750
元/月、本科生不低于 1850
元/月、研究生不低于 1950
元/月。

另外，2019年招募对象
增加了“我省全日制技工院校
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
毕业生，可分别参照大专、本
科文化程度报考”和“2017年
和2018年退役的服义务兵役
高校毕业生”。此外，招募名
额继续向贫困地区倾斜，招募
岗位向扶贫和支农类岗位倾
斜。新增招募名额主要用于
深度贫困县和边远地区，对深
度贫困县和部分县（8个县）实
施招募计划单列。还需注意
的是，退役大学生士兵笔试成
绩加5分。

本报讯 5月6日，记者
从郑州市社会保险局获悉，
按照《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河南省财政厅国
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
河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降
低社会保险费率有关问题
的通知》《河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财政
厅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
务局河南省医疗保障局河
南省统计局关于公布2017
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
工资的通知》文件要求，
2019年 5月—6月郑州市
社会保险缴费比例及缴费
基数将做出调整。

具体的调整内容为：自
2019年5月1日起，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包括企业

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
16%。2019 年 5月—6月
按照2017年河南省全口径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
工资（4106元）核定社会保
险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
个 人 月 缴 费 基 数 上 限
12318元，个人月缴费基数
下限2464元。

此外，对低于河南省全
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
平均工资的登封、新密除工
伤保险使用按照2017年河
南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
人员月平均工资核定缴费
基数，其他险种仍使用原基
数不变。确保单位和职工
不因调整缴费基数口径增
加缴费负担。

本报讯 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
治，是三大攻坚战的主要
内容。其中，精准脱贫与
污染防治与不少普通百姓
生活息息相关，而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则相对更专
业。但实际上，三大攻坚
战中，风险防控排在第一，
其重要意义可想而知。6
日，郑州市破产管理人协
会成立，这是河南省社会
团体助推省三大攻坚战的
具体举措之一。

协会成立现场，记者
了解到，过去，我国的国有
企业“有生无死”，而随着
市场化步伐的加快，企业
不 仅 要 有 生 ，也 要 有

“死”。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就包括清理“僵尸企
业”、去过剩产能，破产则
是助推“僵尸企业”有序退
出市场的重要武器之一。
为了提升破产管理人的专
业性、职业性，郑州市破产
管理人协会应运而生。该
协会是由郑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管理的破产管理人自
愿组成的联合性、地方性、
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协会主要职责是什么
呢？记者了解到，协会将
致力于维护会员的合法权
益，提高会员的业务能力，
加强行业自律建设，致力
服务全体会员，支持会员
承办人民法院依法受理的
各类破产案件，包括无预
交清算费用或缺少清算费
用的破产案件，协助推动
破产案件的处理进程；代
表破产管理人联系协调各
级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财
政税务社会保障等部门的
相关工作；探索协助政府
和法院构建符合破产条件
的企业依法有序退出市场
的相关机制。

据介绍，郑州中院将
破产审判置于服务经济发
展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大局中谋划和开展，
通过审理企业破产案件，
化解产能过剩，清理僵尸
企业，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防控化解金融风险，服务
保障全市经济结构调整。
2018 年以来全市法院共
受理破产案件130件，审
结117件。其中受理“僵尸
企业”70件，已审结6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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