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032017年10月11日 星期三
组版编辑 赵文心

十九大代表风采十九大代表风采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通讯员 王
娟）金秋，正是猕猴桃成熟的季节。在
西峡县，猕猴桃制成的猕猴桃汁、猕猴
桃粉远销海外。记者10月9日获悉，
2016年9月，南阳市获批国家级出口
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市，一年来，
该市食品农产品出口货值突破50亿
元，占全省同期食品农产品出口总值
的40%，稳居省辖市第一。

2016年 9月 9日，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发布国家级出口食品农
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名单，南阳市成
功入选。一年来，南阳市出口食品农
产品合格率持续上升，达99.7%，高于
全省 1.6个百分点，处于国际先进水

平。南阳食品农产品品牌效应以及国
际市场知名度得以大幅提升，“西峡香
菇”“西峡猕猴桃”“新野牛肉”等享誉
海内外。日益增强的品牌效应逐渐转
化成了国际市场竞争力，南阳优势产
品国际市场占有率大幅攀升。西峡香
菇出口占全国香菇出口三成以上，在
俄罗斯占据同类商品 65%的市场份
额，日本市场近七成香菇来自西峡。
南阳市食用菌及制品一年的出口货值
就达42亿元，为全省食品农产品出口
货值最高单品。一年来，南阳市还出
口大蒜 2.2亿元、茶叶 1.6亿元、辣椒
1.1亿元，水果、肉类、肠衣、月季等出
口均超千万元。③5

本报讯（记者 栾姗）10月 10日，
省发改委、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
联合下发《河南省开发性金融支持返
乡创业促进脱贫攻坚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提出开发性金融要重点
支持11个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
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

2015年年底，国家发改委、工业
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等十部门联合启
动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
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工作。近两年
来，我省先后有汝州市、宜阳县、光山
县、西平县、兰考县、南乐县、夏邑县、
沈丘县、平舆县、方城县、禹州市 11
个县（市）入选。

《方案》指出，开发性金融重点支
持返乡创业人员在家庭农场、种植养
殖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业新型

经营主体，以及能够带动贫困农户增
收致富、以农产品和特色手工制品的
生产、加工、储运、服务等为主营业务
的各类中小微企业；进行初加工、深
加工的龙头企业等领域创业。

《方案》指出，开发性金融重点用
于支持试点地区的各类经营主体的
流动资金贷款、返乡创业示范基地建
设的中长期贷款以及特色农业产品
开发贷款。其中，流动资金贷款期限
不超过3年；中期固定资产贷款期限
不超过 5年，对于初期投资较大、生
产周期较长的产业，可充分考虑产业
特点，适当延长贷款期限。贷款利率
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及
市场情况确定。申请贷款人员应满
足相关建档立卡贫困户带动及返乡
创业人员帮扶要求。③5

□本报记者 宋敏

10月 10日，省人才交流中心发布
了第三季度河南省人才市场分析报
告。报告显示，部分行业中的优秀企
业开始恢复市场活力，省会郑州职场
竞争压力较大。

小微企业用工需求“井喷”

第三季度，全省各信息采集点共
举办各类招聘会390场，13926家招聘
单位提供就业岗位294985个，现场求
职163668人次，现场和网络共收到求
职简历170348份，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率为41.37%。求人倍率（即需求人数/
求职人数）环比增长21.9%，就业压力
小于今年第二季度。

报告显示，民营企业依旧主导就业
市场，第三季度小微企业岗位需求数量
明显高于大中型企业。“随着企业规模
的增大，招聘增长速度呈现逐步下滑趋
势。”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卢宇分析，
小微企业用工需求呈现井喷式增长，主
要得益于大众创业政策的推广；而大中
型企业由于发展模式已经定型，用工需
求增速反而低于小微企业。

记者注意到，在用人单位所处地区
的分布上，郑州用工需求量占比达到
32.55%，位居榜首。另一方面，省会就
业竞争形势虽较为激烈，但用工需求增
速远低于其他省辖市。在生活成本、生
活环境、民生政策、企业发展等多重因
素综合影响下，洛阳、焦作、漯河等地对
人才的需求量增加，吸引力逐步提升，
用工需求量较第二季度增长13.31%。

从行业需求看，全省房地产业、金
融业的用工需求量同比增长7%，呈上
升态势，但在不同城市有明显差异。

例如郑州及周边所辖市县，由于受房
产限购、限贷政策影响，金融、建筑、建
材等行业用工需求有下降趋势。

高薪酬向关键人才倾斜

对全省用工市场求职人员的数据
分析显示，不限学历的普通工人、硕士
及以上学历的高端人才供给量较少，
而中间板块——大专及本科高校毕业
生供给量较大。

“这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才供给

的结构性矛盾。”卢宇说，因为用人需
求量较大的民营中小企业在选人用人
上，正逐渐打破高学历就是高能力、高
效率的传统观念，更加注重求职者的
专业技能和吃苦耐劳精神，导致实际
招聘中对高职高专、技校类毕业生等
低学历人才需求量相对较大。

从全省用工企业提供的薪酬看，普
工、文员等基础性岗位月薪为2000元
至3000元；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技工
类岗位及中层管理岗位月薪为3000元
至5000元；高级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
的起薪在5000元以上；应届高校毕业
生的入职月薪为2500元至3000元，部
分岗位因对高校毕业生的专业能力要
求较高，起薪给到3500元至4000元。

不同岗位之间薪酬差距较大，其
中研发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待遇最
高。报告分析，薪酬差距较大的原因
主要是新常态下，受经济增速趋缓等
因素影响，企业所提供的薪酬增速也
相应放缓，促使奖酬向背负业绩压力
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及优秀的 IT、研发
技术及综合能力较强的复合型人才倾
斜；专业性越强、知识密集度越高的岗
位，企业所给付的薪酬越高，与基础性
岗位的薪酬差异较大。②8

谈到脱贫，年近50的余留芬总是
精神抖擞。“在脱贫一线，党员干部要
带头引领，用实际行动树起一杆旗
帜，才能带动百姓跟着干。”她说，脱
贫路上困难越多，就越要有解决困难
的爆发力。

地处贵州高寒山区的盘州市淤
泥乡岩博村是余留芬生活和工作的
地方，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她，一干
就是17年。

凭着敢想敢干的勇气和智慧，从与
村民一同开山凿石修路到贷款集资办
企业，“爱折腾”的余留芬带领村民将
困守几代人的极贫村彻底换了个模样。

10多年前村里“一穷二白”：不通
路、不通电、不通水，村集体经济为
零。全村人均年收入不足800元，三
分之一的村民挣扎在“温饱线”上。

回忆过去，余留芬仍感慨。但生活
的艰辛并未压倒她，她决心换个活法。

靠着勤快、灵活，余留芬在家附近

的煤矿开超市、开饭馆……慢慢攒了钱
重新修了房子，自家日子渐渐好起来。

2001年，不到31岁的余留芬“扛
起”岩博村村支书的担子，她暗自发
誓“一定要干出个名堂来”。

边远山区，路是脱贫致富的关
键。上任才几天的余留芬决定先修
路。白天，她像个男人一样与村民们
在工地上，拿钢钎、抡大锤、搬石头，
晚上为了协调修路占地的问题，挨家
挨户给群众做工作。

因过度劳累，余留芬曾昏迷在工地
上，甚至有一次因意外摔下陡坡导致腰
椎粉碎性骨折。可即使在病床上，她依
旧召开村委会，并不断压缩休养时间。
不少村民称她为“拼命支书”。

如今的岩博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村集体资产达到 6200 万
元，人均纯收入 15457 元，拥有大小
车辆160多辆；村民组入户道路全部
硬化，家家住上漂亮楼房，森林覆盖
率达70%。

继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代表之
后，余留芬今年再次当选为党的十九
大代表。

（据新华社贵阳10月10日电）

我省第三季度人才市场分析报告“出炉”

专业核心人才薪酬走高

地处四川东部的蓬溪县拱市村，
是拱市联村党委书记蒋乙嘉牵挂的地
方，也是他的故乡。

在蓬溪，这位村党委书记家喻户
晓，他带着千万元积蓄回乡扶贫的故
事被村民们津津乐道：20岁参军离开
家乡，40岁退伍复员，投身商海，成为
身家千万的企业家，49岁回乡带领村
民脱贫致富，一干就是十年……

和许多山里娃一样，蒋乙嘉最初
的梦想是走出这片穷山沟。那些年，
拱市村人均可耕地面积不足一亩。
直到本世纪初，全村人均年收入不足
2300元。蒋乙嘉兄妹8人，他在兄弟
中排行老四，被喊作“蒋四娃”。

尝过苦日子的蒋乙嘉深知农民
的艰辛。2006 年夏天，当他返乡探
亲，看到乡亲们依旧过着靠天吃饭的
日子时，他决定：要回来！

2007年，蒋乙嘉回到了故乡。从
最初县委任命的拱市村第一书记，到
后来的拱市村村支书，再到拱市联村
党委书记，十年里，他带领村民修路、
调产业结构、建新村，拱市村从蓬溪
县贫困村一跃成为全县首批小康村、
四川百强名村。

聊起村里的“致富经”，村民们口
中会蹦出一些时髦词“高品质农产
品”“三驾马车”，但他们说的更多的，
是“蒋四哥”。

蒋乙嘉带领村民利用村里 70%
的撂荒地整合出2200亩集中连片产
业区，根据村里地形特征搞立体化种
植。2016年，拱市村人均年纯收入实
现1.36万元。

拱市村富了，村民们腰包鼓了，蒋
乙嘉却比以前更忙了。2015年拱市
村与周边5个村合并建立了拱市联村
党委，不断培育壮大拱市联村产业。

前不久，蒋乙嘉当选为党的十
九大代表。他坦言，感到肩上的担
子更重了，他这辈子都会守在拱市
村，他毕生心愿是实现对村民的承
诺——“让乡亲们过上城里人羡慕
的生活”，这也是他返乡的梦想追
求。

（据新华社成都10月10日电）

开发性金融发力

我省重点支持11个返乡创业试点

获批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市一年

南阳食品农产品出口突破50亿元

蒋乙嘉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余留芬 带头与贫困“较劲”

余留芬（左）在岩博村的韭菜地
里与村民交流。 新华社发

蒋乙嘉（中）在为村民讲解千叶
佛莲的生长习性。 新华社发

（上接第一版）就用冷水激醒继续
看……半年后，原本陌生的数控镗铣
床，就被刘新安“驯服”了。

这些年，通过“驯服”先进的数控镗
铣床，刘新安的技能得到了很好的发
挥：国产C919大飞机、辽宁舰上都有他
的作品，世界上最大的18500吨油压
机、最大磨机的关键部件也出自他手。

协同攻关 力求做得更好
2008年，在公司领导的支持下，刘

新安把20多年的工作经验编写成了《刘
新安工作法》，向中信重工一线工人推
广。刘新安提倡的时间法则、创新法则
和超越法则等，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同。

2015年，中信重工成立“刘新安劳
模工作室”，设在刘新安工作的数控一
车间内，目前成员包括厂里各主要工种
的带头人。刘新安告诉记者：“以前加
工产品，全靠自己琢磨。现在大家共同
研究，往往能设计出更优的方法。”

过去，直径超5米的大型磨机生
产一直由国外少数企业垄断，一般需
要30个月才能交货。经过刘新安等
一大批技能工人的协同攻关，中信重

工现在仅用 10个月就能生产出来。
中信重工一家战略伙伴感慨地说：

“交货期的大幅提前，至少为我们创
造10亿元的产值！”

依托劳模工作室，刘新安带领公
司创客团队，围绕企业重大项目和关
键部件，开展各类攻关活动 150 余
次，培养青年骨干员工20人，为公司
取得综合经济效益2300万元。

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后，中信
重工又成立了“刘新安党代表工作室”，
刘新安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党和
人民给予我这么多荣誉，今后更要多干
活、干好活，创造更大的人生价值，回报
公司、报效国家。”刘新安说。③7

人物档案：
刘新安，1970 年 2 月生，中信重

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数控一车间镗

铣床班大班长，党的十九大代表。曾

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全国重型机械行业高技能优秀工

人、河南省技术能手、河南省知识型

职工先进个人和河南省百名职工技

术英杰等荣誉称号。③7

刘新安 不改匠心铸精品

巩固提升“河洛党建计划” 助力副中心城市建设④

偃师市:河洛党建引领夯基础 发展集体经济筑堡垒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李鹏鹏 张正坤

统筹规划科学设计
试点先行激发活力

坚持以党建引领发展，把发展村
级集体经济摆上重要位置，针对部分
村集体年收入总量小，“无钱办事”的
问题较为明显的现状，提出用 3年时
间，培育壮大一批村级集体经济强村，
通过构建“435”的试点工作机制，消灭
集体经济收入空白村。着力选好抓实
省市县乡4个层级。确定山化镇汤泉
村、府店镇安乐村、高龙镇高崖村等3
个省级试点村；集中连线，确定顾县镇
顾县村、段东村和李湾村，高龙镇半个
寨村、赵寨村等5个洛阳市试点村；结
合脱贫攻坚，把20个省定贫困村列为
偃师市试点村；全面推进，要求每个镇
（街道）分别确定1个集体经济薄弱村
作为试点村。始终坚持3个结合选试
点。即结合基层党建，突出班子团结
有力，保证项目能够顺利组织实施；结
合乡情村情，突出因地制宜，保证项目
科学可行；结合脱贫攻坚，突出向贫困
村、薄弱村、空白村倾斜，保证项目发
挥最大效益。建立健全 5 项推进措
施。实施联席会议、现场推进、部门联
动、财政扶持、示范引领，确保试点村
一年内项目有产出见收益，做法能借

鉴可推广。

选好头雁突出引领
压实责任集智聚力

偃师市把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和
基层党组织建设结合起来，有针对性
地开展“选育促”活动，提升村级发展
能力水平。

选好“领头雁”。该市教育引导
党员群众注重把农业种植养殖、领办
创办企业、外出务工返乡等优秀人
才，吸纳到现职村干部队伍中;在农
口单位、经济部门优秀干部中选派第
一书记驻村帮扶，组织规模以上企业
对口支持，在村级后备干部队伍中补
充致富能手、农民经纪人、合作社负
责人、乡村企业家，加强梯次培养储
备。目前，全市村“两委”干部中经济
型人才327人，50个试点村中有26个
派驻了第一书记，30家骨干企业参与
了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工作。

引导“富脑袋”。他们分级分类
抓好发展农村经济知识的培训，不断
增强村“两委”干部的才干，重点举行

了 2期经验介绍会和项目观摩会，组
织试点村的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和
村委会主任，感受和学习先进村的成
功做法，开阔眼界，启迪思路。

明责“压担子”。将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收入，纳入镇（街道）和行
政村2017年度党建工作问题清单、任
务清单和责任清单“三项清单”，作为
镇村两级党组织负责人党建述职评
议考核和镇党代会年会的一项内容，
引导基层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上注
重打基础、利长远。

因地制宜分类施治
积极探索拓展途径

探索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径。偃
师市在各村自主发展的基础上，因地
制宜，引导走产业带动、产城融合、乡
村旅游、产业延伸、资产经营、资源开
发、有偿服务、混合经营、联合经营的
发展道路。目前，高龙赵寨、缑氏唐
僧寺等兴办苹果和葡萄交易市场，缑
氏镇崔河、高龙镇郜寨等集中建设蔬
菜大棚，有 8 个村依托种植产业优

势，走农业服务型路子；高龙镇高崖、
顾县李湾、首阳山沟口头等 6个村，
建设门面房、超市进行租赁或自主经
营，发挥区位优势，走资产经营型的
路子；山化镇游殿、府店镇柏峪、高龙
镇陶化店等 6个村，结合美丽乡村建
设、古村落保护，发展乡村旅游、休闲
观光，走资源开发型的路子；山化镇
汤泉和东屯、高龙镇高龙村等 7 个
村，兴建工业小区或者标准化厂房
等，依托制鞋、钢制办公家具等支柱
产业，走产业服务和产业带动型的路
子；商城街道前杜楼和后杜楼、首阳
山香峪等4个村，发挥城中村或者城
郊村的区位优势，开发房地产、提供
物业服务，走产城融合型的路子；大
口镇草庙、府店镇曹窑等12个村，结
合脱贫攻坚，以财政专项扶持资金参
股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工商企业，
走混合经营型的路子。

实施项目引领。组织财政、农业、
商务、工信、科技、文化、住建等部门，
帮助村里论证项目、指导实施；有关部
门在财税、土地、金融等方面也给予试
点村优惠扶持。目前，偃师市财政已

向试点村投入发展集体经济引导资金
650万元，向集体经济薄弱村投入800
万元，改善经济发展基础条件。

强化“三资”监管。偃师市统一安
排部署，以镇（街道）为单位，组织对村
级所有的荒山、荒沟、流转土地、闲置
校舍厂房等集体资产，进行了一次全
面的普查活动，运用“四议两公开”逐
一评估，重新将闲置的用起来、占用的
收回来、低价的提起来，在村级集体资
产保值增值上实现了收益的最大化。

规范管理公开使用
办好实事成果共享

偃师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村
级集体经济的收入，事关党在农村的
执政基础和基层党组织的服务保障
能力，事关农村社会稳定和长远发
展，必须既管好又用好。

制度定好。制定和推行了《偃师

市村级事务运行规范》，明确村级权
力职责，规范村干部经济行为，规定3
万元以上村级开支必须运用四议两
公开工作法，杜绝以“两委”研究决定
代替村民代表会议决策；3万元以下
开支由村“两委”集体商议决定，杜绝
支书或者村主任个人拍板；村建设项
目预算在10万元以上的，必须公开招
标，不足10万元的小微项目，必须进
行议标，由村“两委”集体决定。

规范管好。实行村账镇管，要求
各村配备报账员，明确村监会和村民
理财小组的职责，定期落实财务公
开，推行财务支出会签制，符合规定
的支出，由监委会主任、村委会主任、
党支部书记依次审批签字。

惠民用好。集体经济收入主要
被基层组织用于党建及各项工作开
展，村容村貌环境整治，打井、修路、
安全饮水等热点问题解决，医疗、养
老、扶困助扶等公益事业开展，成为
上级各项专项资金的有效补充，成为
村级组织发挥作用、推进各项工作的
基础保障。村级组织从“无钱办事”
到“有钱办事”，农村基层党组织服务
能力增强了，说话办事有了底气和力
量，成为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主心
骨、领路人。

在巩固提升“河洛党建”计划中，偃师市把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作为抓基层、打基础的重要抓

手，把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开展“选育促”

活动，通过建强班子、多元发展、规范管理，有效解决了村级集体经济薄弱问题。目前，偃师市集

体经济年收入3万元以上的村达到176个，占78%。

起薪 5000元以上

月薪 2000元~3000元

普工、文员等
基础性岗位

月薪 3000元~5000元

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技工
类岗位及中层管理岗位

高级技术人员
及管理人员 起薪 3500元~4000元

2500元~3000元

应届高校毕业生入职月薪

部分岗位因对高校毕业生
的专业能力要求较高

制图/张焱莉

全省用工企业薪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