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一宁

古有三顾茅庐，今有人才新政。
地处豫西南的南阳，是一块培养

人才的热土，有多达 273万南阳人常
年在外发展，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自 2013年起，南阳市委、市政府启动
实施“人才回归全民创业工程”，南阳
就如母亲般张开了怀抱，深情呼唤“游
子”的回归。

亲情乡情的召唤
怎能忍心拒绝

5月 18日，在南阳市官庄工业园
区，记者见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工学
博士翟长生。翟长生年过四十，快
人快语，“我是南阳新野县人，2015
年前一直在部队从事技术研发。部
队人员调整后，我选择了回家乡自
主择业。”

翟长生介绍，他从事的机械再制
造技术在民用方面有很广的用途。
今年 4 月，在当地的关心帮助下，翟

长生的汉工机械再制造有限公司正
式生产运营，其所有核心设备都由
公司自行研制配套，核心技术均为
原创。

同翟长生一起回南阳创业的“高
精尖缺”人才并不在少数。南阳籍中
国科学院院士王光谦牵头促成中关村
科技产业园在南阳落户，并组建了“清
华大学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南阳研发中心”，引进总投
资8亿多元的水科技产业园入驻南阳
高新区。

很多在外地的南阳人都感受到
了回归创业的召唤。通过在环渤海
等地的南阳籍在外人才集聚的城市
建立党组织，南阳与在外人才沟通的
桥梁迅速架起。两年来，该市先后举
行“南阳籍博士家乡行”、“迎中秋叙
乡情谋发展商会会长座谈会”、“世界
廖氏宗亲祭祖大典”等各类亲情对接
和回创引智活动 475 次。南阳老家
网、人才微信公众号等各种媒介，全
景式地介绍着南阳的发展变化、南阳
期盼人才回归的政策。

理想实现的沃土
定是老家南阳

“儿时离家走他乡，七十周岁回南
阳。”5月18日，在社旗县产业集聚区南
阳锦胜多肽生物科技公司门口，记者
看到了刘锦胜老人题写的这副对联。

已过古稀之年的螺旋藻领域研究
专家刘锦胜是南阳社旗人，他 4岁离
开家乡，70岁回乡创业。

南阳锦胜多肽生物科技公司是国
内首家专门生产多肽香皂的企业，刘
锦胜任公司董事长。自 2014年正式
投产后，公司销售额年年递增，刘锦胜
实现了个人价值，也完成了返乡创业
回报家乡的心愿。由于南阳创业政策
扶植力度大，刘锦胜还创办延边月晴
有机大米有限公司，带动乡亲走高科
技、绿色农业发展道路。

回归，不仅仅意味着留下；创业，
更需要良好的环境。南阳市委、市政
府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先后出台
《南阳市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人才及
团队引进培养办法》及15个配套实施
办法、人才新政40条、“5+1”人才分类
服务体系等，表现出南阳“引凤还巢”
的巨大诚意。

据统计，“人才回归全民创业工程”
实施以来，南阳市已回归硕士以上学
位、副高以上职称专业技术人才1313
人，投资千万元以上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6014人，引进国内外高端智力931人，
其中两院院士4人。这些“高精尖缺”人
才为南阳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截至目前，返乡人才已领办、合办投资50
万元以上的回归企业12896家，其中超
亿元大项目100多个，人才回归成为撬
动南阳转型跨越的新支点，形成了“万
千诸葛聚南阳”的生动局面。③5

本报讯 首届“旺旺孝亲奖”大赛6
月15日正式启动，主办方中国旺旺控
股有限公司邀请全世界华人参加孝亲
奖词曲、摄影、微电影三类组征件比
赛，用心意、创意表达对父母的孝意。

据了解，本次大赛以“朝念父志，
暮思母恩”为主题，以词曲、摄影、微电
影为竞赛项目，开放表达形式，让参赛
者用自己最喜欢、最熟悉、最有感觉的

方式表达对父恩母爱的体会与感受。
凡年满 12岁的中国人与其他地区华
人，以中文创作的作品皆可报名参赛，
参赛者可同时参加各类组征件。了解
相关讯息可登录“旺旺孝亲奖”活动官
网。据悉，比赛自7月 1日起收件，至
8月 31日停止，总奖金 150万元人民
币。颁奖典礼将于11月6日在上海举
行。③6 （本报记者）

□郭保刚

上小学时，父亲第一次带我远行，
经过崎岖的山路，去确山县竹沟革命
纪念馆，感受老一辈革命家的伟大壮
举，我知道了那些英雄有一个共同的
名字：“共产党员！”

1992年，我 21岁时，成为单位里
最年轻的共产党员，那时我的父母和
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早已经是党员
了。父亲已经退休多年，他经常教育
我:“做人要老实、做事要勤奋，多做
好事，别给咱这个党员之家抹黑。”

2002 年，一次下乡出差，我偶然
遇到一个流浪的孤儿，从此改变了我
的人生轨迹。我开始救助农村孤儿，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把业余时间
全身心投入到公益活动，在近15年时
间里救助了500多名孤困孩子。

十多年前，我去山村看望孤儿，有
的村民对陌生人心存疑虑。在亮明党
员身份后，村民对我立刻热情起来。
许多村子地处山区，交通不便，我经常
骑着摩托车辗转几百里路。寒冷的季
节，是我去山村最频繁的时候。全家

团圆的节假日，经常是我撇下家人，去
和孤儿们团圆的日子。看着许多孩子
因我的努力和奔波改变了命运，我觉
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在去农村帮助贫困学童时，我看
到许多留守儿童放学后无处可去，很
容易沾染不良习惯。2009年的暑假
期间，我出钱在一个村子里筹办了一
个儿童关爱中心，配备有图书、电脑和
文体用品，组织志愿者假期为当地儿
童进行文化课补习和心理辅导。后
来，我筹办的“康文苑”公益中心对外
免费开放，这是驻马店市第一所民间
社区公益活动中心，专门为都市村庄
的流动儿童、失依老人和贫困家庭提
供免费服务。

在将入党誓词镌刻心间的同时，
我努力将其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我
的行动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我先后被
评为驻马店市优秀共产党员、道德模
范，并在2015年入选“中国好人榜”。

今后，我将继续把对党许下的承
诺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努力用行动
践行使命，用担当诠释誓言！③4
(作者单位：驻马店东方粮油集团公司)

本报讯（记者 刘一宁）6月 15日，
记者从省总工会获悉，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等印发表彰决
定，一批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工业
园区、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十大模
范人物和推进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活动先进工作者登上光荣榜。

近年来，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
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的意见》要求，各司其职，密切
合作，协调推进我省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工作；各类企业和工业园区按照创
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的要求，积极承
担社会责任，取得了显著成效。

经层层推荐、逐级审核、媒体评
选，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
会、省企业联合会/省企业家协会、省
工商业联合会最终决定授予国网河南
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等 81家
企业（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

“全省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称号；
授予中牟汽车产业集聚区等 19个工
业园区“全省模范劳动关系和谐工业
园区”称号；授予赵军伟等10人“全省
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十大模范人
物”称号；授予王松亭等 100人“全省
推进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先进
工作者”称号。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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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大力实施亲情乡情引才

“强磁场”吸引人才回报桑梓

“不忘初心，重温入党志愿”征文选登
河南省委组织部 河南日报社联合举办

柔性引才 智汇中原

将誓言化为行动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李英华 陈慧

曾是中纪委定点帮扶企业，依靠
25.8万元扶贫贷款起家，羚锐从一个
乡镇企业发展成为拥有一家上市公司
和十数家子公司的集团化企业；上市
之后，羚锐集团通过产业扶贫增加老

区造血功能，带动当地百姓走上了脱
贫之路。

新县周河乡位于大别山区，山上

2米多高的油茶林，如今茶果已经挂
满枝头。6月 12日，彭存青弯着腰在
卖力地“砍山”。“‘砍山’就是给油茶林
除密、除杂，一天一百块钱，一个月能
干个千把块。”彭存青说，她家是该乡
熊湾村的贫困户,这是绿达山油茶农
民专业合作社派的活儿。

绿达山油茶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熊国勇介绍，油茶籽成熟后，合作社
对贫困户采摘的油茶籽还会“高看一
眼”，比市场价一斤多两毛钱。

彭存青粗略算了一下，油茶籽一
年能卖七千多元，在合作社务工、年底
的股东分红，加上低保，一家人的生活
基本无忧。

熊国勇同时也是绿达山茶油资源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属于羚锐
集团旗下，负责油茶示范基地的建
设。油茶籽可以榨出被誉为“东方橄
榄油”的茶油，新县有近 20万亩的野
生油茶林资源，但不少油茶园无人管
理甚至荒芜。基于此，羚锐集团以“公

司+油茶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经营模式，整合新县及大别山区的油
茶资源，打造绿色、健康、原生态的山
茶油品牌企业，从而吸纳更多的农民
变身产业工人，既能挣钱，又能顾家。

中药材种植也是羚锐集团着力
打造的一个产业扶贫重点。2014年
初，集团立足于自身对原材料需求，
筛选了颠茄草、丹参、水蛭、延胡索
等所需的大宗中药材，采用“企业+
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给种植户
提供种苗和技术指导，并协议保底
回收药材，帮带农民增收脱贫。目
前已建成示范基地 2000 余亩，发展
种植户 500余家。

制药、中药材种植、山茶油加
工、淮南猪养殖、香菇酱生产，羚锐集
团这些产业板块常年用工近五千人，
50%以上员工从当地乡镇居民中招
收，基本上做到了“一人进厂，全家脱
贫”。历年来，羚锐集团安置了一大批
富余劳动力，帮带 1万多名群众走上
了脱贫致富之路。由于扶贫开发工作
成绩突出，羚锐制药先后收获“国家扶
贫龙头企业”、“国家扶贫开发先进集
体”等荣誉。③4

羚锐集团：一片产业脱贫一方人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当地群众在羚锐制药中药材种植基地工作。⑨2 陈慧 摄

首届“旺旺孝亲奖”大赛启动

81家单位获
“全省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称号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通讯
员 刘宏冰 赵兵）“太好了，这下
我们的飞机、直升机模拟器仿真控
制系统科研难题不再难了！”6 月
13 日上午，在第 24批中国博士后
科技服务下基层（河南信阳行）活
动启动仪式现场，信阳泰蓝仿真科
技公司经理刘伟高兴地拉着专攻
控制科学与工程的清华大学韩冬
博士的手，不愿松开。

“中国博士后科技服务团”活
动是人社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组
织开展的一项博士后研究人员为
中西部地区和革命老区提供科技
服务的活动。从 2012 年起，每年
组织部分博士后深入基层帮助解
决科技难题，转化博士后已有的科
研成果，致力于建立长效的科技服
务渠道和机制。

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清华大
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十余所高校
及科研单位的 17 名博士后，为革
命老区信阳带来了弱筋小麦品质
保优及产业化开发、复方利多卡因
乳膏制剂制备、肉鸭疫病防控、茶
叶质量安全溯源管理等 27个科研
服务项目，涉及粮、茶、禽等农林养
殖业、医药、环保和航空等多个领
域。

人社部留学人员与专家服务
中心主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夏文峰勉励参
加活动的每一位博士后，要将服务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义不容辞
的使命和责任，倾心投入、热情服
务，虚心学习、提升水平，在为信阳
的经济腾飞贡献力量的同时，在各
自的专业领域有所建树。③5

中国博士后科技
服务团助力信阳

▲6月13日，位于漯河
市东城产业集聚区的际华
（漯河）强人工业园，工人正
在调试工业机器人。该公
司通过引进全自动智能化
制鞋生产线，做大做强制鞋
产业，实现传统产业的结构
升级。⑨2 王晓东 摄

▲

6 月 14日，博爱县产
业集聚区的焦作市海华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工人在车间纺
纱。该企业是我省最大的精
梳纱生产基地，生产规模达
40万枚纱锭，年销售收入已
达13亿元。⑨2 刘金元 摄

（上接第一版）课后，韩悦同学给田宜
龙发了一封邮件，“您的新闻采访经
历，让我们真切地认识到，只有始终坚
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人在复杂
的形势下才不会迷失方向。”

在选派社会导师上，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落实双导师制，社长和总编辑
定期给研究生上课，指导论文选题。
集团各位副总编辑也精心准备课程，
主动参与授课。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
研究生王天琪说，“我的社会导师是王
俊本副总编辑，他从实务角度指导我
选课、看书、实习、写毕业论文，对我的
影响和帮助很大。”

……
“共建效果非常好，每天都能感受

到新变化。”新闻与传播学院团委书记
杜建锋6月 15日告诉记者，同学们经
常到办公室问他，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的老师啥时候来做讲座。“对于6月17
日主任记者张华军关于留守儿童的讲
座，学生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是‘高精尖’
新闻人才的集聚地，与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合作，我们的发展有了新动力。”
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张淑华说。

实战出真知 教师学生
走向新闻一线

把业界名师毫无保留地“送出
去”，也把学院的青年教师请到新闻一
线来，在“实战”中获得教学和科研的
灵感。近年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共
接收挂职教师10多人。

周宇豪老师谈起在河南日报新闻
出版部挂职副主任的经历，感触颇
深。“在新闻出版部，我更深入地了解
了报纸的出版流程，体会到夜班编辑

‘长夜孤灯，搜肠刮肚，字斟句酌，如履
薄冰’的工作状态。挂职结束回到课
堂后，用亲身经历讲给学生听，课堂趣
味性提升了，学生也更能体会到媒体
人的不易。”

老师们收获颇丰，同学们的收获也
不少。马上就要毕业了，魏宇麟愈加珍
惜在河南日报农村经济部实习的日
子。“实习中熟悉了新闻业务的操作流
程，带教老师的言传身教也让自己对职
业理想多了一份坚持。”这位即将走向
新闻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感慨道。

像魏宇麟一样，今年共有13名新
闻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在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实习。为了保证学生能学到实实
在在的专业技能，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主动加强和新闻与传播学院对接，要
求有人送，有人接，有人管，有人带。
在实习期间，学生们到报业集团的第
一课就是参观报史馆，学习河南日报
的光荣历史，通过看展览，写体会，打
牢思想政治基础。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为实习的学
生提供了投洽会、食品安全周等大型
活动的采访机会，将学生推向新闻的

“前线”，让他们真刀真枪地过把“记
者瘾”。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王亚明
说：“下一步，我们将细化目标，落实责
任，确保共建工作做出特色、做出影
响。”③5

让新闻理想在知行中更丰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