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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1 月 25
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今年我省
高校毕业生将超过 53万名，再创历
史新高。到基层工作既可以拓宽大
学生就业渠道，又能为青年学生锻炼
成才提供舞台。为引导和鼓励高校
毕业生到广阔的基层天地发挥才干，
我省出台《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
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实施意见》，
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政策措
施，健全服务体系，确保高校毕业生
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动。

在“下得去”方面，我省加大政府
购买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
力度，多渠道开发高校毕业生基层工
作岗位，引导他们投身扶贫开发和农
业现代化建设，鼓励高校毕业生到中
小微企业就业。高校毕业生到贫困
村创业并带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
贫致富的，可按规定申报扶贫项目支
持、享受扶贫贴息贷款等扶贫开发政
策；高校毕业生到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就业的，可享受就业培训、继续教育、

项目申报、成果审定等政策优惠，符
合条件的可优先评聘相应专业技术
资格。

在“留得住”方面，我省将完善基
层职称评审制度，逐步提高基层工作
人员工资待遇，健全高校毕业生基层
工作保障机制。其中，到县以下机关
事业单位工作的高校毕业生，新录用
为公务员的试用期工资可直接按试
用期满后的工资确定，试用期满考核
合格后的级别工资高定一档，在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高定两档；招
聘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可提前转
正定级，转正定级时的薪级工资高定
一级，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
高定两级。

在“干得好”“流得动”方面，我省
将发挥高校毕业生基层项目示范引
领作用，畅通在基层工作高校毕业生
流动渠道，着力打破人才流动中的户
籍、地域、身份、学历、人事关系等制
约，为他们跨地区、跨行业、跨体制流
动提供便利条件。③5

大雪牵动
人大代表心

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福利多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 通讯员
陈应典）1月 25日，2018年“河南省
—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免费师范毕
业生就业专场供需见面会”在河南师
范大学举行。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
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
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等 6所
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的河南籍免费
师范毕业生参加了招聘会。我省
220 余所中小学、幼儿园提供岗位
1500余个。

2017年 12月，省教育厅联合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编办、省财
政厅发出通知，全省各地应在核定的
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总额内提前安排
编制计划，确保免费师范毕业生到中
小学校任教有编有岗。

据悉，今年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
河南籍免费师范毕业生共计281人。
根据规定，免费师范毕业生就业采取
省内双向选择和回生源所在市、县统
筹安排两种方式。大多数免费师范生
能通过本次双选会实现就业。③6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田宜龙）
1月 24日，记者从洛阳市林业局牡丹
办获悉，日前洛阳市编制并印发《洛阳
市牡丹产业发展规划（2017—2025
年）》（以下简称《规划》），这是洛阳市
首次以专项规划的形式推动牡丹产业
发展。按照《规划》，到2020年，全市
牡丹种植面积要达到50万亩，牡丹产
业总产值达300亿元。

《规划》明确提出,要以国家牡丹
园为重点，高标准打造一批四季牡丹
观赏园区；围绕牡丹文化节，继续推
行景点、公园为市民减免门票等惠民
政策，推动牡丹全域旅游。

《规划》将全市牡丹产业分为四
类：观赏产业、深加工产业、药用产

业、牡丹衍生品产业。其中，药用产
业首次被列入牡丹产业分类。未来
几年，洛阳牡丹产业将着重以市场培
育、科技研发、品牌打造、链条延伸、
政策支持为发展重点，与文化旅游、
园林提升和生态宜居城市建设、致富
惠民三个方面结合发展。

据了解，截至2017年年底，洛阳
牡丹种植面积累计达 26万亩，牡丹
产业企业 340多家，从业人员 3.3 万
人，牡丹产业总产值240多亿元。牡
丹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牡丹
籽油、牡丹精油、牡丹食品、牡丹瓷、
牡丹画等牡丹深加工产品和衍生品
日渐丰富，牡丹全产业链雏形初步形
成。③7

□本报记者 周青莎

1月 25日中午，正在郑州参加省两
会的省人大代表赵霞，在驻地餐厅简单
吃了几口饭就赶忙回到房间。“我要准备
下午分组讨论的发言，还要给家里打电
话，家里下大雪了，我得问问情况。”

赵霞来自新野县汉华街道湍口社
区，是淯湍小麦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合
作社流转了800多亩土地，主要种植优
质小麦，还种了50多亩蔬菜。

“赵春有，哎呀，终于打通你电话了！”
一进房间，赵霞就掏出手机拨电话，“我走
之前让你把菜先卖掉一部分，你卖了没
有？”“噢，那就好！”得到肯定的回答，赵霞
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是我们村的贫困户，
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我怕他因下雪受
损失啊。”赵霞告诉记者，刚才赵春有在电
话里说，他种的菜已经在下雪之前抢收了
一多半，都卖掉了。合作社里的几十户贫
困户最令赵霞操心。“小麦不用担心，蔬菜
不行，一下雪就很容易冻坏在地里，那样
社员们的损失就大了。”

突然，赵霞想起来什么，赶紧又拿起
手机。“小王，仓库没事吧，赶紧检查一
下。”这次她联系的是合作社的经理小
王。“仓库里放的是优质高油酸花生种
子，可不能受潮了。”说起这个，赵霞一脸
自豪，“我的花生和蔬菜从种到管再到
收，电脑里可以全程监控，还可以追溯各
个阶段肥料和农药施用情况。”

“这样种下来成本比较高，我现在只是
试种，等这路子探好了，成本降下来，我就
把种子分给合作社的成员，让他们也种，大
家一起挣钱。”赵霞说。③6

□本报记者 李运海

雪花飘下，中原大地披银装。
在这寒冷的冬季，脱贫攻坚一线的
干部和贫困群众在忙什么？对脱贫
致富有哪些新想法？1月25日，记者
深入汝州市农村，走村入户，听冷暖，
问脱贫。

“雪再大，不影响到车间干活”

当天下午3时许，汝州市王寨乡
大剌湾村贫困户王小罗顶风冒雪，匆
匆赶到村旁的扶贫车间。她说：“从
家到这，5分钟就走到了。雪再大，也
不影响到车间干活。”

王小罗今年57岁了，因丈夫有病
卧床18年致贫，欠了很多债。去年丈
夫去世后，她便到村内的超强鞋业加
工点打工。去年 10月，汝州市投资
950多万元，在9个贫困村旁建了9个
扶贫车间，免费给入驻企业使用。超

强鞋业便搬进了大剌湾村旁的扶贫
车间，王小罗也随之到扶贫车间打
工。

别看年龄大，王小罗学得快，如
今一个月能挣 2000元左右。她说：

“往年这样的大雪天，都是坐家里闲
聊。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钱，真
是对党和政府感激不尽。”她表示，自
己和儿子都在打工，今年就能脱贫。

超强鞋业的负责人说，政府让我
们免费使用这些车间，我们也得帮助
更多的贫困户脱贫，春节后计划再装
30台机器。

“为脱贫，谁不得下点苦功夫”

从村东冒雪步行20多分钟到村
西，记者看到一个村民正在一个空旷
的钢筋大棚里喂马。一问，方知这个
村民是已经脱贫的陈向超。

39岁的陈向超因妻子有病、孩子
小而致贫。2016 年 5月，他贷款 10

多万元养马，同时养牛、养羊。结果
养了一年半，他就还清了贷款，还净
挣10多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脱贫致
富能手。他说：“为脱贫，谁不得下点
苦功夫？只要能干能吃苦，就一定能
脱贫致富。躺着等救济，丢人。”

每次到内蒙古买马，风餐露宿，
他从不叫苦。夏天，棚内常常高温
40多度，他光着膀子喂马；冬季，棚
内寒风刺骨，他夜晚住在马棚，及时
喂养。

他不贪，赚钱就卖。有一次，买
的马只喂一周就卖了，转手赚了5000
元。他说，未来想建个跑马场，发展
乡村旅游，带动父老乡亲致富。

天这么冷，还住马棚吗？他说：
住，看见马，心里亲。

“政策好，有信心今年脱贫”

走进汝州市王寨乡裴家村裴团
政家，只见房屋门窗都是新装的，洁

白的墙壁也是新刷的。他说：“房子
盖10年了，一直没钱刷墙装门窗。这
次精准扶贫，帮俺家解决了难题，今
年冬天不冷了，真暖和。”

裴团政一家5口，上有90多岁的
老父亲，下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妻子
有精神病，全家仅靠 5 亩地维持生
计。脱贫攻坚开始后，当地政府从低
保、残疾补贴到教育扶贫、企业带贫
等，对他家实施精准帮扶。同时补贴
一万元，为他家的房子安门窗、刷墙
壁、硬化院内路面。

大雪天，当地驻村帮扶队员又来
到他家，共同商讨脱贫路。裴团政
说：“现在政策这么好，干部又冒雪帮
俺找出路，俺也得自己发奋脱贫。”

他的父亲曾养蜂20多年，颇有经
验。他说：“春节后我准备养蜂，争取
早日脱贫。”

记者离开时，雪还在下。村外的
原野一片洁白，但积雪之下，小麦正
萌动着生机和活力。②9

踏雪入村问扶贫

免费师范生双选会在河师大举行

关注大学生就业

洛阳首次出台牡丹专项产业发展规划

打造一批四季牡丹观赏园区

本报讯（记者 王平）记者1月24
日从省卫计委获悉，近日我省对
2017年度全省二级以上医院运行监
管情况进行了通报。通报显示，去年
我省预约诊疗服务稳步扩大，网站、
微信预约挂号比例超过传统方式。

随着分级诊疗制度的全面展开，
我省分级诊疗实现了“三个全覆盖”，
即分级诊疗试点工作全覆盖、三级医
院参与医联体建设全覆盖、县级医院
与上级医院开展远程会诊全覆盖。
通过这张越织越密的分级诊疗“服务
网”的搭建，双向转诊、预约诊疗等也
在稳步推进。

数据显示，2017年，我省通过省
级平台可预约医院达 105 所、专家
10941人，预约挂号总量为 56.38 万

个，其中通过“118114”预约挂号逾
20.12 万个，占总量的 37.49%；通过
网站、微信APP等预约挂号逾 36.25
万个，占总量的 62.51%。“信息技术
的快速发展，让预约挂号成为医疗服
务发展的方向，实行预约挂号最大的
好处就是减少患者的看病等待时间，
帮助引导分级诊疗等。”省卫计委相
关负责人说。

今年我省将继续推进预约诊疗
服务，逐步提高患者预约就诊比例。
根据要求，2018 年的目标为：省直
（省管）医院预约诊疗率大于70%，各
地三级医院预约诊疗率大于50%，城
市社区转诊预约占本地门诊就诊量
的比例大于20%，本地患者复诊预约
率大于50%。③5

去年我省预约诊疗服务稳步推进

网站微信预约挂号占六成多

1月24日，学生在滑县乡村学校少年宫开展课外活动。2011年以来，该县
投入460万元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目前，全县18所乡村学校少年宫
均创办了具有各自特色的活动项目，成为少年儿童的好去处。⑨6 王子瑞 摄

▲1 月 25 日，汝阳县上店镇
供电所党员服务队队员在帮助农
户检查维修蔬菜大棚的供电线
路。1月 24日至 25日，豫西大地
突降大雪，国网汝阳县供电公司
成立 14 支党员服务队，深入乡
村，对种植专业合作社线路进行
检查维护，确保安全生产。⑨6康
红军 窦亚珂 摄

◀1月25日，宝丰县农民在清
扫大棚上的积雪。当日，该县迎来
新一轮降雪天气，人们纷纷走上街
头、田间，清扫积雪，确保工作生活
两不误。⑨6 王双正 摄

迎风斗雪为民生
许昌 雪中走“亲戚”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本报通讯员 王烜

“大娘，天冷，给您送个暖手宝。”1
月 25日一大早，伴随着飘飞的雪花，
许昌市建安区张潘镇柳林董村第一书
记葛建志拿着爱人买的暖手宝，走进
贫困户张玉兰家。张玉兰的家，葛建
志已经记不清来过多少次了。每次嘘
寒问暖，都令张玉兰内心温暖。

从 1月 24日起，许昌下起大雪，
葛建志一直牵挂着村里的贫困“亲
戚”。踏着白雪，葛建志对村里的十
多户贫困户走访了一遍，帮助卧床不
起的吴国林落实残疾人护理补助事
项，为徐红欣送去新床、被褥……

2015年，葛建志从许昌市中级人
民法院来到柳林董村担任第一书记。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村里新修了5公
里长的水泥路，修建了村民文化广场，
村容村貌大变样。葛建志说，驻村工
作让自己与村民建立了深厚感情。
他表示，要通过产业扶贫拔“穷根”，
让贫困户早日过上好日子。③7

漯河 万人保畅通
□本报记者 郭海方

1月 24日下午，风雪再袭漯河，

给市民出行造成极大不便。晚8时起
进入降雪间歇期，全市各机关单位数
万名干部职工拿起铁锹、扫帚，走上
街头，连夜清雪。大中小型除雪机械
也相继出动，对全市道路实行不间断
除雪作业。

当晚，全市 11座桥涵、5座涵洞
立交及重点区域全部撒上融雪剂，有
关部门出动清雪机 2600台，全市各
单位参与除雪人员达3.5万人。

25日上午，全市开始了第二轮清
雪行动。十几辆扫雪滚、推雪铲来回
不停地忙碌，环卫工人边扫边运。各
单位志愿者在分包路段除冰扫雪，沿
街门店各商户也纷纷行动。下午，记
者行走漯河市主要路段时发现，主干
道积雪已甚少，辅道及人行道积雪均
得到清扫，道路交通井然有序，通行
无阻。③7

南阳 环卫工是功臣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司马连竹 张楠

1月25日，南阳的一个画面让人感
动：老环卫工人曲同义清早6时就出
门，在街头清扫积雪。

从23日起，一场来势凶猛的风雪
袭击南阳。连续两天，该市环卫工人
从清晨6时起全天上街扫雪，成了南
阳道路畅通的大功臣。

“今天估计要扫到晚上 10 点。”

25 日上午，南阳市卧龙区环卫处的
工人刘文琴告诉记者，她带领的清
扫班组当天投入上百人，从清早 6
时起就在分管路段用雪铲清除路面
冰雪。

“他们是风雪中最美的身影。”记
者拍下曲同义街头扫雪一幕，发在朋
友圈后，迅速引起网友转发点赞。

记者了解到，南阳环卫部门从
24日起启动风雪天气应急预案，动员
所有人力机械清扫积雪。截至25日
下午 4时，出动人员 8760余人次，动
用 531台次除雪机械，清扫积雪 822
万平方米。目前，南阳市城区主要道
路保持基本畅通，未出现大面积积雪
现象。③4

信阳 除雪战犹酣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刘宏冰

1月 24日凌晨，大雪伴随着大风
降温悄然而至，截至25日凌晨3：40，
信阳市气象台连续三次发布暴雪橙
色预警。

信阳市政府紧急启动气象灾害
（暴雪）二级响应，各级各部门依令而
动，紧急调动人员、车辆、机械全力除
雪保通、抗雪减灾。

截至 25日 16时，信阳市城管执
法局已组织近3000人次，出动车辆、
机械近300辆（台），在中心城区32条

主干道路上持续除雪作业，确保城市
通行顺畅。

从24日凌晨至25日 16时，信阳
全市公路系统共组织应急保通队伍
1176人，出动机械设备 381辆（台），
清除国省干线公路积雪里程 458公
里。信阳交警部门出动警力5600余
人次，救助群众 410余人，及时送医
50余人。降雪没有造成信阳境内国
道省道干线公路坡道路段堵车现
象。③5

天气 注意农田防冻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1 月 25

日，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26日夜间
至27日，全省还有一次降雪过程。

受浅槽影响，预计 26 日夜里到
27日，我省黄河以南有小到中雪。其
中，南部部分地区有大雪，局部有暴
雪，其他地区有小雪。

省气象局农业气象服务中心专
家提醒，预计本周两次降雪过程最大
积雪深度可达 30cm，专家特别提醒
农户要提前加固大棚,尽早清除保温
被和草帘上的积雪，以防棚室因积雪
过重而被压塌。此外，受此次冷空气
过程影响，夜间的低温状态会持续四
五天，对棚室内作物的正常生长不
利，有条件的要尽可能采取加温措
施。可以采用木炭生火、燃烧酒精等
方法，增加棚内温度，增强防寒抗冻
能力。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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