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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第九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隆重召开

一切以民生为重
——安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掠影

搭好就业创业平台
把人口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源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阳市始终把
促进就业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
大事，千方百计搭建就业平台，全力确
保就业局势稳定。

2016 年，对于家住安阳市北关区
的李先生来说，是安稳而充实的一
年。此前，为挣钱养家，他在南方的一
家电子企业打工，一年最多回家两
次。去年春节期间，他参加了安阳市

“春风行动”招聘会，顺利应聘到本市
一家企业，薪资待遇不比在南方打工
时低多少。如今，他几乎每周都能和
家人团聚，他直言这一年过得安稳、幸
福。

为解决好本地劳动者就业问题和
企业用工问题，在每年“春风行动”活
动中，市人社局劳务输出处都会连续
在全市范围内举办多场大型招聘会，
为安阳外出务工人员和本地的用工企
业搭建了沟通的桥梁。

与此同时，安阳市职业介绍服务
中心也切实承担起全市13万灵活就业
人员的劳动保障事务全程代理服务。

“以前来办事，得取好几个号排好几个
窗口的队，现在只需要取一个号，在一
个窗口就能把所有手续都办完了！”正
在办理灵活就业医保续保手续的群众
称赞道。

人事档案托管、转递、查询，各
类证明开具，低保盖章，协助办理社
保手续，退休申报，病退鉴定申报等
代理服务，都能在该中心“一站式”
办理。为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
少跑路，该中心还设置了“AB 角”，
A 角负责前台受理，B 角协助后台办
理，A、B 角可相互替换，通过前、后
台互动，一个窗口服务办结所有的
手续，全面提升了服务效率，提高了
群众满意度。目前，这里每月申报
退休达 500 余人次，每年办理档案托
管 3000 余人，年接待各类群众 20 万
人次，是安阳市最繁忙的服务大厅
之一。

对接群众实际需求
帮助解决资金难题

“贷款一下来，我所有的困难就都
解决了！”5月20日，安阳市龙安区文明
大道某餐馆老板陈先生激动地告诉记
者。去年 12月，餐馆资金链突然出现
问题，陈先生正着急时，偶然看到市人
社部门宣传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就立刻
进行申请。没想到，很快他就收到了10
万元创业担保贷款，不仅解决了饭店的
资金困难，还扩大了饭店规模。在安阳
市，像陈老板这样受到创业担保贷款扶
持的创业者不胜枚举。

去年以来，安阳人社局创业贷款担
保中心进一步简化贷款手续，降低反担
保门槛，将大中专毕业生、返乡创业农
民工列为重点扶持对象，同时加大对电
子商户、新兴农业项目的资金扶持力
度；把创业担保贷款工作与就业扶贫工
程相结合，发挥创业担保贷款精准帮扶
作用。

据悉，仅 2016年安阳市就发放创
业担保贷款7.93亿元，扶持1.04万人创
业，带动3.65万人次就业。其中为高校
毕业生发放贷款 3664 万元，扶持 420
名大学生创业；为返乡创业农民工发放
贷款 5.2 亿元，扶持 6974 名农民工创
业；向贫困村584位创业人员发放贷款
4252万元。贷款发放量及扶持人数均
在全省名列前茅。

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努力提升服务水平

“物价虽然涨得快，但是我们的养
老金也上调了。”从安阳市某国有企业
退休职工张宝顺老人说，去年他的养老
金上调后，一年可多领1000多元，这样
的好事让他和一些老同事都非常高兴。

2016年，安阳市 66万名企业退休
人员上调了基本养老金，人均月增
173.8元，上调后，全市企业退休人员人
均养老金达 2208元，使越来越多的劳
动者纳入到覆盖范围。养老保险费征
缴连年跨越新台阶，从 2005年征缴额

5.9 亿元增加到 2016年 24.84 亿元，使
养老保险基金支撑能力不断增强。在
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社会大环境
下，允许部分困难企业暂时缓缴养老保
险费4000万元，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帮
助企业渡过难关。

为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全
市统一的持卡信息库，累计制发社保卡
322.36万张，在全省名列前茅。同时，医
保的报销待遇水平也逐步提高，目前，安
阳市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最高报销 6万
元，职工医保大病保险最高报销 28万
元；居民医保统筹基金最高报销 15万
元，居民大病保险最高报销40万元。基
本医疗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险相衔接的

“双保险”，使老百姓看病就医更省钱，有
效保障了老百姓的基本医疗需求。

部分综合性工作
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2016 年，市人社局一些综合性工
作也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市人社局不断加强基层服务平台
建设，建成 115个基层人社所，面向大
学生村干部招聘55名基层人社所工作
人员，实现了“十五分钟民生服务圈”，
经验做法在省厅工作会议上做了交流。

殷都区文源社区被省厅推荐为国
家级充分就业社区。

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被省厅评为
“2014-2016年度河南省人力资源诚信
服务示范单位”。

市社会保障卡服务中心、安阳县人
社局水冶服务中心等11家单位被表彰
为“全省人社系统2014-2016年度优
质服务窗口”。

2016年，工作成效卓著；2017年，
继续砥砺前行。新的一年，安阳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始终把提升服务
作为努力方向，把增强群众获得感和提
升群众幸福指数作为目标追求，继续加
强班子和队伍建设、抓好就业创业工
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强化机关事业单位管理、积极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维护劳动者合法权
益，为安阳重返第一方阵作出贡献。

地净天蓝，绿树林立，芳草茵茵，花香阵
阵……5月20日，记者来到位于安阳市殷都
区铜冶镇的河南利源煤焦集团，看到的就是
这样一幅图景。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认识当中，焦化企业
应当是：地上黑乎乎，天上灰蒙蒙，几乎很难
找到一块干净的地方。

利源集团，在2014年由于治理不到位，
曾被安阳市环保部门曝光、监控。而现如今，
它却已经成为安阳环境优化型企业的典范。

“这主要得益于近年来我们大力发展循
环经济。”看到记者一脸惊奇，利源集团董事
长付玉堂告诉记者，近年来，安阳市委、市政
府强力实施“蓝天工程”，作为安阳重点煤焦
化企业的利源集团，也开始进行“转型升级、
脱胎换骨”。

短短几年时间，从环境“老大难”到企业
“好榜样”，从被监控到被仿效，利源集团是
如何做到的？

思想先行：
做行业领军人，不做跟风者

1996年，付玉堂白手起家，创建了河南
利源煤焦集团。经过 20余年发展，利源已
发展成为一家集洗煤、炼焦、化工、发电、商
贸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集团。

多年来，利源的发展可谓“脚踏实地、稳
步前行”，这得益于付玉堂的“领军”思路。

2003年，公司新上了一座 JN43-80型
焦炉，由于电厂、化产品回收等配套设施还
没建起来，导致大量煤气直接燃烧排空，白
白点了“天灯”。“天空中竖起十几米高的火
焰，就那样烧掉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一名老员工记忆犹新。

煤气排空，不仅是资源浪费，更会对环
境产生不利影响。付玉堂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为了加快电厂建设进度，那段时间，他
要求公司每天开工程例会，赶工期、催进
度。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了地方的
资源。”付玉堂不止一次强调。在他的亲自
督促下，利源电厂于当年年底就正式投产使
用，成为行业内最早利用煤气发电的企业之
一。

2009年，在科学调研之后，付玉堂果敢
决策，率先采用了美国GE公司的发电机组，
这是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焦炉煤气轻型直

燃式发电机，并且再次利用余热发电，可以
把焦炉剩余煤气利用到极致，在等量煤气的
情况下，是传统发电效率的两倍。同行业
中，利源再次走在了前列。

“我们要做行业的领军人，绝不能做跟
风者！”付玉堂的话语斩钉截铁。

做法创新：
科学规划生产，减少能源消耗

在厂区内，有一座崭新的三层小楼，这
里就是有着“神经中枢”之称的利源集团能
源管理中心。进入室内，记者看到，操作台
前的偌大屏幕上清晰呈现出多种信息数据，
集查询、监测、统计、数据分析等功能于一
体，其中，也包括各个生产工序的运行情况
等。

“您好，管理中心吗？这里是LNG集控
室，我们已经做好提产的准备，请问现在是
否可以增加负荷？”

由于利源集团化工科技公司富余出一
部分煤气，正好可满足 LNG满负荷生产的
需求。在接到电话后，调度员小韩立即通过
眼前的大屏幕MES系统查看了煤气柜监控
系统和网电情况。在平衡生产情况下，她迅
速回电 LNG集控室：“可以提产，增加每小

时1000立方米的煤气量……”在这里，和小
韩一样的调度员每天都在处理着这样的“小
事儿”。这些工作看似简单，却在节能减排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里就相当于司令部，帮助各类生产
能源和介质实现梯级综合高效利用。”对于
能源管理中心的主要功能，利源集团副总经
理岳广明如此比喻。

高耗能的煤化工行业决定了行业特殊
的环保方式：企业需要将原料“吃干榨尽”，
以减少“三废”（废水、废气、废物）的排放，才
能达到环保的目的。

早在2015年，利源集团就投资8000余
万元，建设了这座国家级能源管理示范中
心。该中心利用先进的计算机、自动化控
制、网络通信技术等，使企业的水、电、煤气、
蒸汽等能源以及原精煤、矿料、压缩空气、生
活水等介质实现了精细化管控。

数字也许是枯燥的，但最能说明问
题。该中心自投入运营以来，利源集团节
能环保和经济效益成效显著。正常运行情
况下，每年可节约标煤 2万余吨，减排二氧
化碳 59426.4 吨、二氧化硫 392.21 吨。这
种管理模式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精细化管理
和规范化运作，成为利源集团转型升级的
又一亮点。

措施更严：
始终以环保为天，力争超低排放

“这哪里是一家以煤焦化工为主导产业
的企业？这分明就是一个大花园。”到过利
源集团参观的人们，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
慨。

事实的确如此。
早在2003年，付玉堂就敏锐地意识到，

煤焦行业面临淘汰落后产能、废气排放、废
水排放和固定废弃物排放等方面的环保压
力越来越大。短期来看，环保确实增加了企
业的成本，但从长期来看，通过环保的达标，
通过价格手段促使落后产能淘汰，恰恰倒逼
产业加快结构调整、企业加快转型升级，而
这最终将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们的项目投资大，收益小，对于企业
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付玉堂说，经
过反复论证，他们认为环保是大势所趋，企
业只有走绿色发展之路才能越走越远。为
此他们从天上地下空中三管齐下，对废气、
粉尘、废水展开大刀阔斧的治理。

在企业内部环境改善方面，他们积极
建造园林式绿色企业，高标准配套完善了
消烟除尘、废水处理、脱硫、脱苯、煤气净
化等环保设施，使所有废弃物完全实现了
达标排放，厂区绿化面积超过 30%，形成
了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青的良好
环境。

这几年，利源在环保深度治理中的投
入也逐年增加。仅今年，就有 9 个新项目
正在实施。除了焦炉烟气净化项目，还有
投资 8000 万元在南北两厂区建设密闭式
大棚；对上出料系统除尘进行改造；建设
四套洗净塔，进一步完善异味处理设施；
建设焦炉自动化加热系统，减少氮氧化物
的生成；建设制冷机余热利用项目；对合
金厂倒铁进行除尘改造；对煤场废水进行
闭路循环利用，建设自动化洗车系统；对
导烟车进行升级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
河南利源集团将实现超低排放，保持环境
治理先行者！

“利源已经在产业升级、环保治理的路
上尝到了甜头。”付玉堂对记者说，在国内外
资源性产品价格普遍下行的 2013年，利源
集团依然保持了较强的综合实力和较好的
发展势头。

变环保压力为转型动力的“利源模式”

绿意盎然的五月，美

丽的洹水之滨，安阳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

公大楼里忙碌有序。

近年来，安阳人社人

团结进取，谱写了一篇篇

精彩华章，如果为他们寻

找几个关键词，相信很多

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说出

“民生”“保障”。

“把群众的事当作自

己的事，再小的事也是大

事，只有心系民生，工作

才有劲头，生活就有奔

头。”安阳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局长郜军涛

如是说。

诚如此言。视线所

及，无论是一楼大厅的办

事窗口，还是每一层楼的

办事机构，尽管人头攒

动、身影忙碌，但一切都

是井然有序、和声细语。

作为重要的民生保障部

门，安阳人社系统坚持民

生为本、服务至上，始终

以群众所诉、所需、所愿

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全力促就业、强保障、

聚人才、惠民生，为推动

安阳转型发展、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作出了贡献，向

全市人民群众递交了一

份满意的民生答卷。

利源集团办公楼

LNG分厂全景图

焦化厂

化工科技公司

国家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授予安阳市人社局为全省唯一“科研实
践基地”

人社局工作人员节庆期间在街头宣传人社创业贷款优惠政策

安阳市人社局着力打造“15分钟人社服务圈”。图为文峰区大寺前社
区居民在社区服务站通过“小黄”自助服务终端查询和领取养老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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