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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8 日上午，“中国郑州航空港
引智试验区”在郑州揭牌成立，成为全国
第三个获国家外专局批准的国家级引智
试验区。这意味着，实验区建设正向世
界人才全面开放，这里将成为外国专家
的聚集地。

“用求贤若渴来形容航空港对人才
的需求一点也不为过，”实验区人社局负
责人坦言，“目前，实验区人才工作一是
缺政策，二是缺平台，三是缺对人才工作
的整体战略谋划。”针对这些问题，今年
以来，着眼于打造平台、完善政策，实验
区初步构建起了国家、省、市、区四级联
动、互为补充的人才集聚平台体系，人才
高地雏形初显。

——12 月初，《关于建设郑州航空港
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的若干意见》出台，
围绕如何引进培育一批产业领军人才和
紧缺专业人才，意见从优化环境、创新体

制等多个方面安排了鼓励和扶持政策。
——郑州航空大都市研究院建设方

案已经完成，目前，已确定与清华大学、
同济大学、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等多个
著名大学的科研院所合作。

——硬件建设上，位于实验区的省
人力资源综合服务中心已开工建设，建
成后将成为我省业务范围最广、政策体
系最全的人才服务中心。

“引智试验区为实验区人才高地建
设增添了新引擎，研究院将肩负起培育
航空人才的重任，人才服务中心将为港
区提供高效、高端的人才服务……此外，
我们正在开展‘十三五’航空港人才管理
改革试验区课题研究，为实验区制定中
长期人才发展规划。这些工作都在紧锣
密鼓地推进，明年实验区人才引进将步
入快车道，实验区发展将如虎添翼。”谈
及未来前景，胡荃信心满怀。

在实验区人社局就业处，小王的主要
工作是每天与区内企业打电话，收集新增
岗位需求等信息，及时将合格人员送到新
入驻企业。“现在订单排得满满的，只要能
招来工人，我们随时可以启动新的生产
线。”华世基金项目负责人骆公泉的话代
表了许多在实验区投资者的心声。

实验区人社局就业处负责人告诉记
者，目前，实验区仅手机生产企业就有近
10 家投产，企业对技术工人有大量的需
求。为解企业燃眉之急，人社局在实验
区行政审批大厅和辖区各办事处设立了
多处招聘信息发布公告栏，建立了用工
企业 QQ 群和微信公众服务平台，多次举
办专场招聘会，通过这些方式帮助用人
单位和求职者实现对接。

针对富士康等用工规模大、产值高
的重点企业，人社部门还采取了“点对
点”跟踪服务，今年已为富士康招募员工

23000 多人，为天语手机等新入驻企业招
募员工 400 多人。

在多策并举“引”的同时，实验区还
注重做好“育”的工作。据介绍，目前，实
验区已与郑州旅游职业学院、河南工程
学院、济源职业技术学院等多家院校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在人才培养、人才共
育、人资供求等方面开展合作。同时，实
验区还加快推进教育医疗、休闲娱乐、餐
饮消费等设施建设，优化区内生活环境；
采取公租房、廉租房等形式，解决年轻员
工定居问题，让他们在实验区找到家的
感觉，营造拴才留人的良好氛围。

“今年是实验区人才工作的起步之
年，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有许多。”胡荃
表示，明年实验区将谋划建设国际人才
市场和留学人员创业中心，同时引进国
际猎头公司等，通过方方面面的合力，为
实验区搭建更高层次的引才引智平台。

“建巢”引凤来“智”惠航空港

“在高端人才引进方面，我们采取了
‘因人定策、专才专用’的办法，今年以
来，航空经济理论奠基人约翰·卡萨达及
张丹、汤晓东两位“千人计划”专家已受
聘实验区，这三位专家的引进为航空港
人才工作开了好局，将为实验区经济快
速起步、科学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实验
区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约翰·卡萨达今年 5 月正式受聘实验
区首席顾问。卡萨达工作室投入运行半
年多来，频频架起郑州航空港与世界航
空经济界沟通交流的平台，并为航空港
区建设提出多个颇具价值的建议和意
见。在他的帮助协调下，目前，我省已与
世界机场协会、联邦快递、航城兴业集
团、中华航空、柏城国际等航空业界的相
关方面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在他的
帮助下，我省参加了在马来西亚举办的

“世界航空城大会”、在丹佛举办的“国际
航空城大会”等多个国际性会议，通过主
题演讲对实验区进行了很好的宣传推
介。

今年 10 月，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张
丹受聘为实验区生物医药产业顾问。张
丹曾任职于世界最大的药物研发外包服
务公司，目前在国内运营我国唯一一家
具有国际认证资格的药物外包服务公
司，张丹在生物医药领域药物研发、药物
临床试验评审、国际资质认证、专项物流
配送及专业人才引进及培养等方面具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自受聘以来，张丹已

着手为实验区开展生物医药产业规划研
究、项目引进等工作。

汤晓东具有 9 年海外大型金融机构
管理从业经历，并于今年 8 月正式操盘国
内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华夏基金,在
金融政策制定、风险管理、金融衍生品开
发、资本运作等方面均有丰富的理论和
实操经验，自今年 10 月受聘实验区金融
业顾问以来，正依托航空港区申报建设

“内陆型离岸金融试验区”进行研究，已
帮助实验区与多家国际性金融企业建立
起联系渠道。

伊洛河，看到了民警穿行在乡间
小路的背影；浮戏山，见到了民警和村
民促膝交谈的情景。农闲时节，民警

“见缝插针”拉着村民谈“网”事；农家
小院，民警与留守儿童快乐嬉戏……

9 月以来，巩义市公安局按照省
委、省政府“双安、双治、双基”要求和
省公安厅的部署，启动“一村一警”长
效机制联系走访活动，314 名民警下
沉一线，与 56 名专职驻村(社区)民警
一起，开展包村走访联系，倾听群众
诉求，开展法律服务，化解矛盾纠纷，
成为群众身边的最亲切、最贴心的平
安“保护神”。

开好头 建好制 布好局
“接天立地”让工作快步走

“群众的要求就是我们工作的方
向，‘村村有警、周周见警’不是空口
号，而是巩义公安对百姓的庄严承诺。”巩义市公安局领
导表示。

从领导干部到每个普通干警，巩义市公安局的同志
每人都分到了自己的“责任田”。每周四天半，驻村的
314 名民警都会按时来片区办公，从采集基础信息、管理
实有人口，到组织安全防范、强化治安管理，再到化解矛
盾纠纷、服务人民群众，涵盖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了进一步畅通警民联系渠道，巩义市公安局在全市
安装了 5378块二维码式“一村一警”民警公示牌，公开了下
沉民警的单位、姓名、职务、联系方式及照片等，同时开通了

“巩义公安社区警务”官方微信、微博和56个社区（驻村）QQ
警务室。

截至目前，警方已接受户籍办理、治安管理、出入境
服务、防范常识等各类线上查询 13239 人次，线上沟通交
流 372 人次，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全覆盖 全方位 全天候
“全面融合”让警民心连心

“什么叫群众第一、基层第一、民警第一？”巩义市公
安局常务副局长张阳辉用最简单的语言说出了答案。“就
是群众的家门要进得去，群众的名字要记得住，群众的板
凳要捂得热，群众的难题要解得开。”

为确保警力真正沉到群众中去，巩义市公安局按照
居住地、户籍所在地优先模式安排驻村警力，保证每一个
行政村都有一名民警进驻或包村。

对于大多数民警来说，“驻村”成了职业生涯中的新
体验。驻村之初，很多民警都遭到了“白眼”，有的群众说
他们是“过年贴的门画就是摆个样子”，有村干部私下说

“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这种小青年儿最好赶紧回去，来几
个都不顶用！”

面对群众的不信任，驻村民警毫不气馁，积极走村入
户，了解村庄发展，绘制警务信息图；村小学里，他们来到
课堂上法制、安全教育课，带领师生以案释法、以例学法；
从办户口、身份证，到车辆上牌年审，从夜里救掉到沟里
的群众，到筹措物资帮扶敬老院、救治精神病人，只要村
民打来电话，民警们都积极予以帮助。截至 12 月 15 日，
驻村（社区）民警开展各类法治安全教育课 80 余场，发放
宣传材料近 8 万份，收集各类社情民意 1000 余条，解决大
小问题不计其数。

从陌生到熟悉、从冷眼到微笑，从冷漠到热情……老
百姓对民警工作的认可成为民警们继续做好工作的最大
动力。

盯得紧 抓得住 打得赢
“雷霆之剑”让群众都说好

“群众渴望的就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巩义市公安局
副政委魏丰刚说。按照群众最痛恨什么犯罪、就严厉打
击什么犯罪的原则，巩义市公安局发挥“一村一警”机制
的优势，开展了一系列专项行动，把打击矛头首先对准人
民群众怨气最大、反映最强烈的入室盗窃、街面两抢、砸
车盗窃、电话诈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赢得了群众的普遍
赞誉。

7 月以来，家住偃师的犯罪嫌疑人赵某，连续盗取数
辆电动车。他自以为作案天衣无缝，通过“一村一警”，巩
义民警迅速发现其行踪，将其一举抓获。

10 月，在“一村一警”的强大威慑作用下，巩义警方
一周内侦破 3 起盗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3 名，挽回群众
经济损失近万元。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短短数月时间，“一村
一警”让民警与群众实现“零距离”。截至目前，巩义警方
共侦破各类案件 276 起，打击处理违法犯罪分子 363 人，
为巩义群众撑起了平安和谐的蓝天。

本报讯（郑州观察记者李 林 通讯员袁爱卿）袁国
占是荥阳市环翠峪土生土长的干部，再过 2 年就该退休
了。12 月 14 日，是个周末，老袁在家没啥事，就到陈庄
村陈南沟组转一转，这里是他的一个三级网格，正当老
袁和乡亲们聊得起劲时，突然听见有人喊：“山上着火
了。”

环翠峪是省级森林公园，植被茂盛，一到冬天山上
到处是落叶，火情一旦失控将危及群众安全，当天又是
周末，如果有游客在山上游玩，处境将非常危险。火情
就是命令，老袁一个电话，各级网格长、网格协管员、党
员志愿服务队、护林员从四面八方向事发现场赶来。
这里山势陡峭，封山育林后已很难找到上山的路。上
山是一段艰难的历程，山林里扑火更是难上加难，老袁
一直走在前边带路。山上拍打声和吆喝声此起彼伏，
有人扎破了手、有人滑到了、有人衣服烧个洞，在山上
险象环生。3 个小时过去了，火情得到有效控制。

当天下午 4 时，山上的林火已基本扑灭，三级网格
长 老 袁 主 动 要 求 留 在 山 上 进 一 步 观 察 ，以 防 死 灰 复
燃。大家劝他下山，他说：“我网格内有事了，我是网格
长，我不留谁留？”如今，像老袁这样的基层干部，都有
自己的网格责任田。干部有了“责任田”，变“坐等派
活”为“主动找活”，作风明显转变。当好网格长，种好
网格责任田，已成为荥阳市基层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

作为全国首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不仅集聚了“全球代工老大”富士康及众多智
能终端生产企业，而且吸引了航空物流大佬美国UPS、卢森堡货运航
空，统一集团等世界级大公司……

据专家测算，实验区至少可以带动航空相关产业20万以上的人
就业，如果再加上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制药、金融服务等各种产业，人
才需求相当可观。

一边是亟待发展的企业及整个航空经济链，一边是极大的人才
需求，如何为航空港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人才是一个地区创新、升级、发展的重要动力。今年以来，航空
港全面启动‘建巢’工程，加快领军人才和实用人才集聚，港区人才高
地愈来愈显示出强大的吸引力。”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胡荃如是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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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观察记者 杨 凌

11 月 18 日，在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主办，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联
合承办的航空物流
发展研究高级研修
班暨航空驱动经济
发展研讨会上，约
翰·卡萨达教授发
表主题演讲。

8月以来，郑州
航空港综合实验区
人 社 局 先 后 在 龙
王、八岗、三官庙、
冯堂等办事处开展
了 8 期创业意识培
训和创办（改善）企
业培训班，共培训
480人次，有效提升
了农村富余劳动力
的创业致富能力。

11 月 1 日，“新
梦想—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暨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
际 学 院 2015 届 毕
业生招聘会”吸引
了阿里巴巴、京东、
郑州统一等 850 余
家用人单位参会，
提供就业岗位 2.4
万个，最终达成初
步 就 业 意 向 3500
多人。

今 年 5 月 ，在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台湾科技
园举办的“建功产
业集聚区，人才服
务再提升—郑州航
空港区专场人才招
聘会”提供 3000 多
个就业岗位，3800
人进场求职，最终
有 1240 人 达 成 就
业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