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2月 11
日至 15日，国家禁毒委督导组来我
省督导检查禁毒工作。副省长、省禁
毒委常务副主任、省公安厅厅长舒庆
主持反馈会并讲话。

督导组一行先后到许昌、漯河，
实地调研毒品检查站、社区戒毒康复
工作站、禁毒预防教育基地、强制隔
离戒毒所的禁毒工作开展情况。

12月14日下午，省禁毒委在郑州
召开国家禁毒委督导检查2017年度

河南禁毒工作情况汇报反馈会。舒庆
指出，全省各级禁毒部门要坚定不移
地把禁毒人民战争推向深入，以此次
督导为契机，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坚决
打赢禁毒人民战争。要强化问题导向，
对国家禁毒委督导组反馈指出的问题，
各级禁毒部门要照单全收，确保督导组
的每条意见都在我省落地见效。要强
化责任落实，夯实各级党委政府和相
关部门责任，建立成员单位履职评价
机制，全力营造齐抓共管格局。③7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为深入实
施人才强校战略，大力推进一流大学
建设，12 月 16 日，郑州大学举办
2017年全球人才引进推介会。副省
长徐济超出席。

参会的青年人才共有119人，均
为 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具有海外
求学或研究背景，在所从事领域已取
得突出学术业绩。此次人才引进没
有限额，只要这些青年人才愿意来，
郑州大学将全部接收。

据了解，郑州大学学科特聘教授

工资待遇实行协议年薪制，全职聘用
的学科骨干、学科方向带头人、学科
首席教授，年薪为40万～100万元；
全职聘用的优秀青年人才，年薪为25
万～30万元。

徐济超表示，中央在河南实施了
一系列重大国家战略，非常需要人
才；郑州大学强力推进世界一流综合
性研究型大学建设，也真诚呼唤人
才。希望更多杰出人才加盟郑大，融
入郑大“双一流”建设队伍，助推中原
发展。③4

本报讯（记者 王冠星）12月 14
日，省政府召开全省推进返乡下乡创
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副省长戴柏华
出席会议并讲话。

戴柏华指出，近年来，全省各地、
各部门顺应农民工回流趋势，加强统
筹谋划，健全工作机制，完善政策体系，
强化示范带动，优化创业环境，推动农
民工返乡创业工作不断深入开展。截
至目前，全省农民工返乡创业累计达
98.86万人，带动就业累计达590.61万

人，其中今年新增返乡创业 22.65万
人，新增带动就业251.08万人。

根据会议部署，2018 年我省推
进返乡下乡创业工作的目标是扶持
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下乡创业 20 万
人，力争带动就业 200万人，开展创
业培训和创业辅导 15万人，发放创
业担保贷款50亿元。

会议还对省级农民工返乡创业
示范县和返乡下乡创业助力脱贫攻
坚优秀项目进行了表彰。③7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12 月 13日，在洛阳国家大学科
技园的视微影像(河南)科技有限公司
超净实验室里，彭先兆团队正在对第
三代OCT眼科医疗成像设备做送检
前的准备工作。

作为洛阳首批“河洛英才计划”
入选者之一，美国硅谷博士彭先兆创
业团队攻克了第三代超高速光学相
干层析(OCT)3D成像系统核心技术，
填补了我省精密光学医疗设备研发
空白。在我省刚刚公布的第四批“中
原百人计划”中，17人中有 2名来自
彭先兆团队。

随着国家和我省赋予洛阳发展
新的战略定位，以及郑洛新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河南自贸试验区等各种
政策叠加，洛阳市不断加大招才引智
力度，着力打造中西部人才高地。

“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定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省委常
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说，当前洛阳
的发展机遇空前，但也比以往任何时
期都更加需要人才支撑。我们要真
正重才、科学用才、大力聚才、精心育
才、党管人才，以海纳百川的姿态，聚
天下英才而用之，让更多千里马在河
洛大地竞相奔腾。

打通“四个通道”，激活
人才这一池春水

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洛阳市打
出一套招才引智“组合拳”：出台含金
量高的《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打造中西部地区人才高地的实
施方案》，启动市管企业公开选聘高
级经营管理人才、面向重点高校引进
优秀人才、第三批“河洛英才计划”等
三大引才工程。

洛阳市市长刘宛康说，在实施“河
洛英才计划”中，洛阳整合全市财政资
金，5年内拿出不少于20亿元用于引
进创新创业人才团队，并着重将创新
平台打造与高端人才引进有机结合起
来，着力打通政产学研深度融合、军民
企地对接转化、市场化运作和人才成
长“四个通道”，以制度环境、政策环境
的优化激活人才这一池春水，确保优
秀人才引得来、用得好、留得住。

“我们在沿海地区考察多次，最
终选择落户洛阳，是看中洛阳市的引
才魄力和良好创新创业环境。”谈起
团队落户洛阳的事，彭先兆告诉记
者，“我们5个人只带着大脑来，洛阳
市和涧西区的同志全程陪同我们办
理公司手续，并拿出大笔资金支持我
们创业。”

洛阳市坚持人性化、精细化服务
理念，通过举办“河洛英才”论坛、沙
龙，组建“河洛英才”联盟等方式，与
高层次人才常交流、做朋友，营造有
利于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的软环境，
实现以才引才、资源汇聚。

据介绍，目前“河洛英才计划”已
引进“千人计划”专家、中原学者等领
军人才 21人，硕士以上人才 156人，
新建研发平台4个。

引来一个人才，成就一
个企业，带动一个产业

“洛阳在引进人才上，绝不仅仅

是出政策、拿资金、看‘名头’，更注重
研究分析规律，做好科学顶层设计，
使人才工作与人才成长、产业发展相
适应，让他们来了有用武之地。”洛阳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孟铎说。

前不久，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研发的国内首个纯病毒样颗
粒猪圆环病毒2型基因工程亚单位疫
苗(大肠杆菌源)——“圆柯欣”正式上
市。该疫苗产品由“河洛英才计划”
田克恭团队负责研发，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

普莱柯公司通过引进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实验室首席专家田克恭博
士，在全球率先研制成功猪蓝耳病灭
活疫苗，给企业带来了近十个亿的销
售收入，给“引来一个人才,成就一个
企业,带动一个产业”作了生动注脚。

借助“河洛英才计划”，洛阳市探
索出一条“创新+创业”“人才+项目”

“资金+服务”的精准引才新路子。
结合地方产业特点，洛阳市着力

引进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制造、电子信
息、生物医药等十大类别的“产业化”
创新创业人才(团队)，并综合考量团
队带头人、团队结构等方面的情况，
细分为领军型、高层次型、紧缺型三
类重点引进，使人才团队不仅层次
高，而且真正能干事、干成事。

洛阳市还加强“河洛英才计划”
团队与本地企业的交流合作，通过新
技术的产业化带动了相关产业转型
升级。清华大学邢新会团队成功获

得风投机构 1500万元的注资，增添
了发展后劲。引进的河北工业大学
张明路团队与北京中关村军民融智
基金签订 2000万元的合作协议，为
今后发展拓宽了平台。

“双创”大赛，让创新人
才活力迸发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先进制造行
业总决赛、中国(洛阳)直通硅谷创新
创业大赛、洛阳创业之星大赛……洛
阳市今年举办的一系列“双创”大赛，
给古都带来一波又一波创新热潮。

在 9 月底举行的第六届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先进制造行业总决赛
上，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 273 家企
业入围，经过一轮轮激烈角逐，最终
9 家企业或团队站上领奖台。与此
同时，在这场双创盛宴中，洛阳市还
抛出了“绣球”，出台了一系列吸引
企业和创新人才落户的政策和服
务，让广大创业创新者有服务可享、
有政策可用。

在洛阳高新区，去年以来，中国
创新创业大赛先进制造行业总决赛、
洛阳创业之星大赛等系列活动的成
功举办，吸引了清科激光等两个大赛
一等奖团队落户。该区还实施“双
创”骨干人才培育计划,孵化一批创
新创业团队。仅中科科技园一家,目
前就已培育孵化国内先进的诊断试
剂、生物材料、生物信息、大健康等科
技型企业30余家。

洛阳市科技局局长王进表示，洛
阳每年举办的一系列“双创”大赛，不
只是一场场活动，还打造了创新创业
者的竞技场和创投机构的选秀台，实
现资本与项目的有效连接，吸引了创
新人才的集聚，激发了洛阳创新发展
活力。③4

本报讯（记者 陈慧）记者12月15
日从省林业厅获悉，我省近日印发《河
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集体林
权制度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强调要进一步完善我省集体林权
制度，推进全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据介绍，我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于2007年启动，2011年年底基本完
成了以确权发证为主要任务的基础
改革，涉及全省 158 个县（市、区）
4255.6万农村人口6788万亩集体林
地。5年来，我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不断深化，林权流转合同标准文本使
用率大幅提高，集体林地家庭承包率
由68%提高到75.4%。

《实施意见》指出，要进一步落实
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林
地经营权,探索集体林地所有权、承包
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运行机制，承包

权人对承包林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
流转、抵押、经营和收益的权利。鼓励
通过颁发林权流转证,形成承包流转
合同网签管理系统，赋予林权流转证
以林权抵押、担保、贷款,林木采伐和
其他行政审批事项等凭证权能。

《实施意见》明确，要建立公益林
动态管理机制,允许对承包到户的公
益林进行调整完善。对于商品林则
要放活经营权，调动社会资本投入集
体林开发利用,鼓励和引导农户采取
转包、出租、入股等方式流转林地经
营权,发展林业适度规模经营。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全省集体林地权属明晰率达95%
以上，集体林地流转合同格式文本使
用率达90%以上，家庭林场、股份合作
林场和涉林农民合作社1万家以上，农
民年林业收入达1200元以上。③7

原河南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
享受副省（部）长级医疗待遇的离
休干部黄巨厚同志，因病医治无
效，于 2017年 8月 23日在郑州逝
世，享年98岁。

黄巨厚同志 1919年 9月出生
于陕西省清涧县，1934年5月参加
革命工作，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曾任红军卫生部通讯员，八

路军总部电话队班长、排长，一二
九师司令部通讯队电话排长，太行
军区分区电话局干事、副局长，解
放后任焦作市邮电局局长，河南省
邮电管理局供应科科长，郑州市重
型机器厂供应科科长、副厂长，河
南省机械工业厅处长，河南省邮电
管理局供应处处长、河南省邮电管
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等职。1983
年 12月离职休养，享受正厅级待
遇。2007年8月，经中共中央组织
部批准，享受副省（部）长级医疗待
遇。

黄巨厚同志参加革命工作几
十年来，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
是和平建设时期，对共产主义理想
忠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
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祖国。黄
巨厚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共
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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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巨厚同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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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出台实施意见完善集体林权制度

我省拟扶持20万外出务工者返乡创业

国家禁毒委督导组来豫督导检查禁毒工作

大力推进一流大学建设

郑大大手笔招贤纳士

美丽乡村建设
如火如荼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通讯员
花婷）12 月 17 日，首届大别山区域
法治合作研讨会在信阳召开，地处
大别山区域的鄂豫皖三省七市二县
法学会代表共300余人与会，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省法学会会长刘满
仓出席。会议围绕“共建共享大别
山生态文明的法治保障”展开交流
讨论。

刘满仓在讲话时强调，要以党的

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
指南，把大别山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纳
入法治轨道，努力在促进区域经济发
展、民生改善、法治建设、社会治理、
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
研究，为三省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提供
理论支撑和经验模式，积极服务地方
中心工作，为领导科学决策和重要领
域交流合作提供参考。③7

首届大别山区域法治合作研讨会召开

□本报记者 赵力文

12 月 12 日至 15 日，环保部组织
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环境报、澎
湃新闻等多家媒体来到我省，了解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

12日，在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
省环保厅等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成员单
位分别向采访团介绍了我省在集中供
热工程、燃煤散烧治理、机动车污染治
理等领域的具体做法和经验。随后几
天，采访团陆续在郑州、许昌、鹤壁、安
阳等地开展实地采访活动，下工地，访
企业，入农户，了解工地及道路扬尘治
理、有奖举报平台建设、超低排放改

造、燃煤“双替代”、工业企业提标改造
等基层一线开展大气污染防治的情况。

连续几天的采访，不少记者对我
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给予了肯定与高
度评价。他们认为，今年年初河南省
委、省政府向全省人民承诺实现优良
天数 200天以上，截至 12月 11日，河
南已经实现优良天数 212天，兑现了
承诺。进入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到了最关键的时期，河南的7个京津
冀污染传输通道城市，两项颗粒物浓
度都同比下降30%左右，“河南对京津
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作出了贡献”。

在采访中，我省采取针对性强的
有效举措，给媒体记者留下深刻印

象。比如，郑州用遥感来监测柴油车
污染、鹤壁对穿城而过的 107国道开
展“斩断尘缘”行动等。15日，正逢重
污染天气，安阳市压产减排，让到访的
记者感触颇深：安阳把解决环境问题，
作为凤凰涅槃式的变革契机。

新华社记者付昊苏在集中采访之
前，调查过河南燃煤“双替代”工作。
他说，河南“双替代”工作提前谋划，完
成替代的120万户以电代煤为主。整
体上看，成效明显，老百姓也得到了实
惠。

“有风才有蓝天，这句话不完全是
事实。”澎湃新闻记者刘霁说，他跟入
驻河南的“千人计划”PM2.5防治小组

专家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告诉我观
测结果，其实有很多天没风也是蓝
天。”他认为，“雾霾治理靠风吹”这种
认知，忽略和否认了环境治理的作用，
对于环境治理，公众要多些宽容和理
解，任何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他还希
望政府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要根据
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比如每天洒水降
尘，但在天冷的冬季，还得防结冰，预防
交通事故。“凡事不能一刀切，考虑周
详，才能赢得公众的支持和参与。”

中国经营报记者杜丽娟说，她感
受到河南环境治理力度很大，河南前
三季度经济发展也很好，表明转型发
展效果正在显现。③4

“河南对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作出了贡献”
——环保部组织媒体来豫开展大气污染防治采访活动侧记

入冬以来，清丰
县双庙乡沙格寨村美
丽乡村建设如火如
荼。该村深挖支前运
动的红色旅游资源，
高度还原了革命战争
时期的生活场景，使
游客能真实体验军民
鱼水情、军民一家亲
的感人情景。⑨3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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