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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开幕还有5天

第十一届
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中 原 出 彩 · 世 界 机 遇

本报讯（记者 宋敏）3月 22日，
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
悉，经省政府批准，从 2017年 1月 1
日起，全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按照规定办理领取养老金待遇相
关手续的参保人员，基础养老金最低
标准由每人每月78元提高到80元。

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
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政府对符合领
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条件的参
保人全额支付基础养老金，而个人账
户养老金则根据个人缴费有所差别，
参保人可自主选择档次缴费，多缴多
得、长缴多得。

截至 2016 年年底，我省参加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4893 万
人，领取待遇人数1426万人，参保率
达98.7%，参保人数和领取待遇人数
均居全国第一。此次我省上调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
标准，是继2011年上调5元、2014年
上调 3元之后，第三次调高该标准，
将惠及近5000万参保人。

在全省统一提高基础养老金的
基础上，各县市可自行再调增基础
养老金政府补贴。我省明确，此次
增加的基础养老金，不得冲抵或替
代各地自行提高的基础养老金。有
关部门将督促各地，按时足额将增
加的基础养老金发放到享受待遇人
员手中。③5

本报讯（记者 栾姗）3月22日，记者
从省发改委获悉，今年重点流域水污染
防治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已下达我省，
涉及40个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

按照《“十三五”重点流域水环境
综合治理建设规划》，我省要重点治理
淮河流域的沙颍河、洪河、涡河上游、

浍河上游，开展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
复等项目建设。

本次计划下达我省重点流域水污
染治理项目40个，涵盖淮河流域水环
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27个、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第三污水处理厂一
期工程项目、兰考县南彰镇镇区周边

河道综合整治项目、信阳市鸡公山管
理区李家寨镇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
等。今年计划投资 15.96亿元的资金
来源为中央预算内投资 4.39亿元、市
县（区）投资7.9亿元、银行贷款2.47亿
元、企业自有投资1.2亿元。以上投资
全部纳入我省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省发改委要求，各地发展改革部
门要优化投资计划下达流程，缩短工
作周期，并督促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建
设进度。与此同时，要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加快市政环保基础设施管理体
制改革，通过PPP等投融资方式，积极
吸引社会投资参与项目建设。③6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3月22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
在郑州会见越共中央委员、中央检查
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陈锦绣率领的越共

中央检查委员会代表团一行。越共中
央检查委员会委员高文统，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任正晓，省委常委、省委秘
书长穆为民参加会见。③6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3月 21日
至22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谢伏瞻到滑县和安阳调研脱贫攻坚和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深入贫困村，看望
贫困户和驻村干部，了解产业扶贫和
脱贫工作进展；走进重点企业和项目
工地，察看节能减排等污染防治举措，
指导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调研期间，谢伏瞻强调，要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
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国两会精神上
来，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践行
为民宗旨，提升发展质量，加大脱贫攻
坚工作力度，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战，补短板、保稳定，抓党建、强保证，
确保各项工作稳扎稳打、稳中有进。

滑县是2016年我省要求率先脱贫
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经过一年多的合
力攻坚，贫困村面貌和贫困户状况发生
了很大变化。去年6月，谢伏瞻曾到慈
周寨镇北李庄村察看脱贫工作，时隔9
个月，谢伏瞻再次来到北李庄村，村里
的街道进行了硬化和绿化，干净整洁，
新建起了文化广场和村两委办公用房，

“六改一增”工程让全村15户贫困户住
房和生活环境有了较大改善。

在李廷甫开满杏花的院落，谢伏瞻
逐一察看鸡舍鹅棚和长着香菜菠菜
的菜园，走进厨房、堂屋察看饮食起
居，询问、计算各项收入。得知在帮
扶政策的支持下，李廷甫一家 2016
年实现摘帽脱贫，谢伏瞻十分高兴地
说，看到你们实现脱贫，身体很好，我
就放心了；叮嘱他们要保重身体，看
护好孙子孙女，培养全家未来的希
望。63岁的贫困户袁西荣患脑梗失
去了劳动能力，女儿正在读书，家庭
收入微薄，十分困难。谢伏瞻与袁西
荣和老伴围坐在小院中，详细了解家
中困难情况，鼓励他们对生活充满信
心，叮嘱当地负责人对像这样的贫困
户要想方设法给予兜底帮扶。

在上官镇郭固营村，谢伏瞻先后
来到贫困户王一之和王自群家中看望
慰问，每到一家都亲切询问家中几亩
地、几口人、收入靠什么等，看到通过

“改院、改厨、改厕、改门窗、改墙面、改
照明、增添简单家具”等扶贫措施，贫
困户院落整洁、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
变化，谢伏瞻十分欣慰。贫困户看到
书记前来看望，十分感动，连声感谢党
的政策好、感谢驻村工作队员的周到
贴心服务。谢伏瞻说，共产党就是为
老百姓谋利益的，基层党组织就是为
群众服务的，都是应该做的，祝愿你们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在北李庄村文化广场，谢伏瞻对
照公告栏，察看该村“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开展情况，随后走进党员活动室、

脱贫指挥部、便民服务站，翻看贫困户
建档立卡册和稳定脱贫退出表，对照
贫困户分布图了解该村整体脱贫和驻
村工作人员驻守情况。谢伏瞻叮嘱党
员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真心实
意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在脱贫攻
坚中勇挑重担，履行好主体责任，树立
良好形象。

产业扶贫是滑县脱贫攻坚工作的
重要举措，为方便贫困户就近就业，该
县鼓励企业在贫困村建立卫星工厂和
加工示范点，或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
乡创业，目前全县建起了 300多个产
业帮扶就业基地。谢伏瞻先后来到慈
周寨镇北李庄村金泰制衣、舒雅门帘，
上官镇艾克斯食品，留固镇源晟儿童
用品，城关镇瑞发服装，枣村乡恩沃德

公司，白道口镇浩杰苗木花卉种植基
地，走进车间和生产基地，察看企业生
产，尤为关心在此就业的贫困户女工
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情况。谢伏瞻
对这种帮扶模式给予肯定，强调要吸
引更多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为百
姓致富增收创造条件，叮嘱要做好产
业总体规划布局和配套设施建设，提
升产品质量和层次，注重环境保护，实
现可持续发展。

调研中，谢伏瞻对滑县负责人说，
我们的脱贫攻坚任务还很重，滑县脱
贫摘帽之后，全县还有8300多贫困人
口，县委、县政府一定要提前谋划摘帽
之后怎么办，研究如何解决贫困人口
的稳定脱贫问题，对已经脱贫的要帮
助他们逐步实现致富。（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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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郑州郑东新区的高校
园区绿意盎然，占地 1160 亩的河南
职业技术学院焕发出勃勃生机：白里
透红的樱花夹道开放，遥相对望的蛙
鸣湖与荷花池流光溢彩，令人流连忘
返。

近年来，河南职业技术学院作为
100所国家示范高职院校之一，紧紧
抓住创新发展的历史机遇，以内涵建
设为中心，着力打造学院核心竞争
力。从去年开始，学院以“教育教学
质量提升工程、学生人文素养培育
工程、创新创业教育引领工程”（以
下简称“三项工程”）为抓手，围绕产
业升级转型，精准发力，以“高素质、
高技能”为培养目标，培育、铸造精益
求精的工匠型人才，为我省“决胜全
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提供人才支
撑。

“三项工程”推动创新发展

2016 年，是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学院新
一届领导班子带领全院师生启动全面
综合改革的起始之年。

年初，学院谋划出台了“三项工
程”实施方案。这是学院结合实际，在
全国高职院校中率先提出的三项重点
工程建设。“实施‘三项工程’，重在内
涵建设，蓄集发展能量，提升办学水
平。”党委书记李四清说。

“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工程”着力
构建品牌显著、特色鲜明的专业体

系，通过打造一批品牌特色专业，搭
建教学资源建设平台，开展多种形式
的课程优化改革和教学方式方法改
革活动，建立健全教学质量诊断系统
和人才培养质量监控机制等系列措
施，强化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全面
提升学院教学质量。

“学生人文素养培育工程”重点
是加强“第一课堂”建设——加强教
师职业道德，提升教师职业精神，加
强学生公共艺术教育等；注重“第二
课堂”建设——开展学生校园文化、
社团建设、社会实践活动；强化“第三
课堂”（“双自课堂”）建设——引导学
生自主学习、自我管理，培育学生“自

我学习、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成
长”的能力。

“创新创业教育引领工程”主要是
充分利用并整合学院现有资源，建立
招生就业、团委、学生管理、教学、科研
等相关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强化创
业意识与技能培训，营造创新创业的
浓厚氛围，搭建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全
方位推动创新创业。

为稳步推进“三项工程”，学院精
心谋划、广泛动员、制订方案、狠抓落
实，并分别成立了三个领导小组。小
组组长由学院党委书记李四清和院长
李桂贞担任。

方案出台后，“高素质、高技能”

工匠型人才培养就有了核心抓手，工
作内容分工明晰，工作方法项目化，
使学院工作重点突出，各项工作及时
跟进，以点带面推动各项事业全面提
升。

学院以“三项工程”为抓手，从去
年开始，计划三年时间投入资金2.5亿
元，打造11个国家级骨干专业；建成3
个校企合作的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2
个国家级“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
地；建成 8门以上的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建成 2个职业能力培养虚拟仿真
中心；牵头组建1个骨干职业教育集
团；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校企共建3
个以现代学徒制培养为主的特色学

院；以市场为导向多方共建 2个应用
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加强文化素质教
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支持学生社团活
动；促进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
机融合……

“教学质量是学院的生命线，重点
体现在培养‘高素质、高技能’工匠型
人才。”院长李桂贞说，学院不断深化
专业建设，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加强技
术技能积累，深化校企融合，推进基础
建设，创新社会服务机制，推动信息化
建设和完善内部管理，促进学院创新
发展。

打造名师助推教育教学

去年1月19日至22日，河南职业
技术学院特邀德国职业教育教学专家
托马斯·胡格来校，对教师开展为期4
天的德国职业教育教学法培训。学院
领导、教学管理人员、骨干教师等150
余人参加了这次培训，（下转第四版）

“三项工程”齐推进 瞄准“双高”铸匠才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培育“高素质、高技能”工匠型人才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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