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报道，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近日联合下发文件，规定新建商品住房项目备案价格不得超过去年2
月份价格。5 图/朱慧卿

□伍果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

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意见》以“分类”作为关键

词，对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工作

性质的人才细分评价标准。《意见》的

出台，切中人才工作的要害问题，为

广大人才带来了福音。

筑巢引凤栖，花香蝶自来。兴

才爱才用才关键在于建立科学公正

的人才评价制度，构建培育人才、吸

引人才、使用人才、留住人才的健全

制度环境，使人才源源不断地涌进

来，各类英才方能人尽其才、才尽其

用。人才评价须坚持科学公正原

则，须遵循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突

出品德、能力和业绩。

突出品德。“才者，德之资也；德

者，才之帅也”，一个人再有才华，再

有能力，如果道德水平低下，对于社

会、国家或用人单位的潜在危害也越

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对那些看得

准、有潜力、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干部，

要敢于给他们压担子，有计划地安排

他们去经受锻炼”。让以德为先的人

才评价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一方面须

坚持选用德才兼备的人才，另一方面

须坚持立德树人，促使人才加强学

习、读书修德、知行合一，树立好家

风，涵养好作风，成为道德上的楷模。

突出能力。人才的价值体现在

能力上，2015 年 6 月 26 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推进领导干

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旨

在从根本上解决“庸才当道，能者

无位”的问题，让愿作为、能作为、有

作为的干部有位，让尸位素餐、不作

为、乱作为的干部无位。

突出业绩。业绩是人才能力的

体现，是人才价值的体现，坚持以业

绩为导向评价人才，才能激发人才的

最大潜能，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现实中，一些地方或单位对于人才的

考核，流于形式，对于人才的业绩考

核缺乏科学性、公正性、系统性，不能

全面、准确、真实地反映人才的实绩，

实则不利于人才的正向竞争，不利于

提升人才工作的积极性。只有建立

正向激励的考核制度，提升业绩在考

核中的权重，才能科学公正地评价人

才，体现出人才的实际价值，从而充

分调动人才的主观能动性。5

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和理念的彻底转型，很多

生育的配套政策还没有跟上，比如 0～3岁婴幼儿托

育政策至今在顶层设计上还是空白。这直接影响

了地方在解决 0～3 岁婴幼儿托育问题上的行动

力。（见3月1日《南方都市报》）
随着家庭规模小型化、结构核心化和居住方式

分离化的社会转变，在家庭照料能力弱化、女性职业

发展意愿强烈、抚育成本上升、科学育儿观念发展

等问题倒逼下，婴幼儿托育已经成为一块短板。调

查显示，35.8%的婴幼儿家长存在托育需求。国家

卫计委家庭司 2016 年委托研究机构开展的一项调

查显示，目前，城市 3岁以下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

的入托率仅为 4.1%，未入托育机构的主要原因是“附

近没有接收3岁以下孩子的托育机构”和费用太高。

应该看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不小，但这不

能成为我们回避的理由。我们要以问题为导向，

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幼有所育”不仅仅是学前教

育，2017 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

出了“解决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

题”，这也提醒我们，“托育服务”应该走进春天里

了。3 （毛建国）

完善“托育服务”体系

倾力呵护“舌尖上的河南”
建设食品安全省的这

些务实举措，将倾力呵护

“舌尖上的河南”，让食品

安全成为河南的亮丽名

片，让民生改善和经济发

展“双赢”。

□本报评论员 丁新伟

如何让人民群众吃得更放心？

日前，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代省

委、省政府起草的《关于建设食品安

全省的意见》已经省政府常务会议研

究通过并提请省委审议。下一步，我

省将从健全质量标准、食品检测、产

品溯源、监管责任、社会诚信、法规制

度体系等六大方面发力，以建设食品

安全省为主线，努力实现让群众从吃

得饱、吃得起转向吃得安全、吃得健

康。（据3月1日本报报道）
民以食为天。当美食成为人们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不可或

缺内容，当互联网所催生的“堂食+

外卖+外送+包装食品”餐饮新模

式，改变着家庭餐桌的菜肴组合和

芸芸众生的饮食方式，关系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食

品产业持续发展的食品安全，内涵

更加丰富，外延更加宽泛，重要性更

加凸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

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切实加强食

品药品安全监管，用最严谨的标准、

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

肃的问责，加快建立科学完善的食品

药品安全治理体系，严把从农田到餐

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

对于食品生产、消费和输出大省

的河南而言，建设食品安全省，倾力

呵护“舌尖上的河南”，既是使命所

在、责任所系，也是建设现代农业

强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

之义。

食品安全，一头连着民生，一头

连着经济。1998 年郑州成立“馒头

办”时，不少人持有不同意见，事实

上，“馒头办”拉开了河南从“大粮

仓”向“大厨房”转变的序幕。从此，

河南的馒头、饺子、汤圆等食品加工

风生水起，实现了由“卖原粮”到“卖

产品”、由“天下粮仓”到“国人厨房”

的转变，并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目前，全省农产品加工年产值已经

突破 2.3万亿元，占全国的 11.5%，食

品产业产值超万亿元。我省农产品

加工和食品产业的高速发展，源于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

要求，巩固了食品安全稳定向好的

态势；着力制度创新，创出了一批具

有鲜明特色的经验做法，全省食品

安全工作有基础、有成效、有特色。

观大势，谋大事。受益于扩大

内需政策的推进、城乡居民收入水

平持续增加、食品需求刚性以及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红利的逐步释放，

据估测，全国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

业主营业务收入预期年增长 7%左

右，到 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有可

能突破 15 万亿元，在全国工业体系

中保持最高占比。专家认为，食品

工业正进入“大规模、大业态、大市

场、大龙头、大集群、大安全、大品

牌、大科技”发展的“大食品时代”。

对河南而言，在“大食品时代”奋发

作为，就找到了撬动经济增长的一

个支点。

没有食品安全的保障，就没有

食品产业的健康发展。全面开展

省级食品安全示范（达标）市和示

范（达 标）县 创 建 活 动 ；今 年 加 快

“互联网+透明车间、透明厨房”建

设，全省大型骨干食品生产企业实

施“透明车间”达 80%以上，全省餐

饮单位“透明厨房”完成率达 60%

以上；加强网络平台维护和管理，

“互联网+透明厨房”上线餐饮单位

达 1 万家以上，学校食堂、高速公路

服务区“互联网+透明厨房”完成率

达 70%以上……建设食品安全省的

这些务实举措，将倾力呵护“舌尖

上的河南”，让食品安全成为河南的

亮丽名片，让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

“双赢”。5

人才评价突出“德、能、绩”

几年来，笔者到多家民营养老院或是敬老院探

望老同志，与养老院的工作人员以及老同志的儿女

交谈中，他们纷纷表示，养老院哪里都令人满意，唯

独缺乏医务人员，有的虽然有医务室，也只能是看个

头疼脑热，即便是输液，也必须叫来老人儿女或者家

属将老人接出养老院，自己选择医院治疗。

老人们进养老院是件好事，老人的衣食住行无

需自己打理，减轻了老人儿女的负担。然而，老年

也是多病之秋，很多老人要经常吃药，这就需要养

老院为其提供这方面的服务，配备相应的医务人

员，相应的病床，针对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进行

日常的护理。这样，老人便无需有点问题就得叫儿

女或者家人过来。

面对日趋增加的养老需求，经营者应该着手解决

养老院的“一条龙”服务问题，做到养老、医疗一体化。

政府管理部门，则应在手续审批上给予支持，规范管

理，使养老院真正实现养老、医疗同步，了却人们的后

顾之忧，减轻人们的生活负担，办出具有中国特色的

养老机构。5 （许双福）

推进养老医疗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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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公益金为更多“武大靖”搭起舞台

体育责任编辑 黄晖 李悦

平昌冬奥会已经落下帷幕。在2月25
日的闭幕式现场，最引人瞩目的中国运动
员当属武大靖。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
幕式旗手，武大靖在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
男子 500米比赛中两破世界纪录，以无可
撼动的优势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赢得了唯一
的金牌，这枚金牌也是中国男子运动员在
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的历史性突破。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运动员、教练员、
管理人员的通力合作，这里面也有体彩公
益金的功劳。自1995年我国正式颁布《奥
运争光计划》以来，中国体育彩票就成为该
计划的重要支持者。根据规定，国家体育
总局每年拿出本级体彩公益金的40%用于
该计划的实施，这些资金被广泛应用于运
动员的训练比赛、出国集训和生活训练条
件的改善等方面，为奥运会及其他重大赛
事的备战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在助力冬奥健儿的同时，体彩公益金
也积极参与群众性冰雪运动的开展。2018
年年初，在武大靖的家乡黑龙江，由体彩公
益金支持的“赏冰乐雪系列活动”在哈尔滨
外滩赏冰乐雪园举行，除了传统的滑雪、滑
冰、冰壶等项目的展示外，本年度的活动还
以全省学生冬季运动会、雪地足球联赛、滑
雪冬令营、速滑、冰球传统校、俱乐部比赛、

冰雪活动冬令营活动为主线，构建当地“百
万青少年上冰雪”的新格局。另一个“冰雪
大省”吉林也在 2018年伊始组织了“体育
彩票杯”汪清国际大众速滑邀请赛。吉林
省汪清县素有“速滑之乡”的美誉，目前，汪
清县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不断加大投入
力度，顺利完成了汪清县体育公园速度滑
冰场一期工程建设，形成了市区、乡镇及学
校都拥有冰场的良好格局。

平昌冬奥战火已熄，北京2022箭在弦
上。期待四年后的北京冬奥会，在全世界
奉献一场无与伦比的冬奥盛会的同时，也
能有更多“武大靖”从黑龙江、吉林，从祖国
各地涌现出来，使中国冰雪运动在实现“冬
奥梦”的过程中，传递更多正能量。（林剑）

2月 25日，2018年河南省“迎春杯”青
少年足球邀请赛正式开战，来自洛阳、开
封、荥阳、郑州、新密的十四支青少年球队
会战新密市市直第三小学。

本次比赛由河南有线自在体育、河南
省青训联盟联合主办，郑州市奔跑之星足
球俱乐部、新密市市直第三小学、新密市贝
贝足球俱乐部共同承办，同时也得到新密
市体育发展中心的大力支持。

作为赛事的承办方之一，新密市市直
第三小学的校长朱战峰表示：“此次足球邀
请赛，不仅能增加各地市校园足球的交流，
更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
比赛期间，孩子们在球场上的表现非常出
色，几支高水平校园足球队为所有人带来
了精彩的比赛，走出去请进来，让孩子们多
开拓一下视野。本次邀请赛的举办，无疑

会让新密校园足球更上一层楼，迈向更广
阔的平台。校园足球，我们一直在努力！”

新密市市直第三小学在 2015年成为
首批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以来，始终重
视足球文化建设，曾得到教育部王登峰司
长的视察和高度评价。 （校足办）

“迎春杯”河南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开战

本报讯（记者 李悦）2 月 28 日
晚，随着河南建业俱乐部压哨签下葡
萄牙前锋奥兰多·萨，球队也完成了
新赛季的最后引援工作。3月2日晚
7点半，建业队将在航海体育场开始
2018中超联赛的新征程，而他们首
轮主场的对手将是实力不俗的天津
权健。

随着哈维尔和多奇卡尔的先后
离队，以及戈麦斯的伤病困扰，河南
建业在外援位置上一度出现了“用人
荒”的窘境，好在随着胡安·卡拉和奥
兰多·萨的加盟，主帅塔拉吉奇在排
兵布阵上总算有了选择的余地。新
的赛季，巴索戈、里卡多、胡安·卡拉
以及奥兰多·萨也将为三个外援出场
名额展开竞争。

除了首轮主场迎战天津权健
外，今年建业接下来几轮的对手一

个比一个强，对此新帅塔拉吉奇也
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塔拉吉奇
表示，虽然前五轮比赛，球队会面临
权健、恒大以及上港这三支亚冠级
别球队，但经过赛季前的四个阶段
备战，球队已经做好了各方面的准
备工作，建业尊重每一个对手，球队
也有信心在首轮主场比赛中，取得
一个良好的开局。

对于新赛季的征战目标，作为中
超专家的总经理郭光琪也很务实，那
就是在保级的基础上，争取能进入联
赛前十。此外，据郭光琪介绍，建业
俱乐部在2017年年底就制定出一份
五年规划，其中就包括俱乐部的股份
制改造，以及与政府合作建造一个现
代化的足球城。而在 2018年，建业
俱乐部更计划与河南校园足球携手，
力争在青训方面有所作为。⑥9

本报讯（记者 李悦）还有一个多月，2018年中国女
足超级联赛就将开战，而在去年重返顶级联赛的河南徽
商女足也在积极进行最后的备战。3月1日，河南徽商女
足发布公告，宣布与尼日利亚国脚奥诺莫·艾比正式签
约，这也是河南女足历史上首次引进外籍球员。

出生于1983年的奥诺莫·艾比，身高1米73，擅长中
场和中后卫位置，出道于尼日利亚巴耶尔萨皇后队的她，
在2009年前往欧洲联赛闯荡，曾先后效力于瑞典联赛、
土耳其联赛和白俄罗斯联赛。奥诺莫·艾比曾连续参加
过四届女足世界杯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2010年、
2014年以及2016年尼日利亚女足夺得非洲杯冠军的主
力队员，她的到来也让河南徽商女足的后防线多了一道
大闸。

除了签下奥诺莫·艾比之外，河南徽商女足还同时引
进了原山东女足队长王婷婷、原四川女足队长杨艳、原四
川女足球员王羽婷、原天津汇森女足球员张澜、原新疆女
足球员祖比拉·阿布都外力和萨伊普加玛丽·艾科热木等
六名内援。这些引援大多集中在中后场位置，新人的加
盟也极大地改善了徽商女足以往攻强守弱的毛病，给未
来征战女超联赛增加了一份底气。⑥9

2月28日，河南春节全民健身系列展演活动给南阳带来了新的健身热潮。在风景秀丽
的南阳白河湿地公园，当地体育部门共配备了40条健身路径，10套儿童健身器材，以及多
功能运动场两处，河北岸的健身步道总长度达到了15.6公里，白河湿地公园也成了抖空竹
以及冬泳爱好者们健身的首选之地。⑥9 本报记者 李悦 摄

压哨签下葡萄牙国脚
建业开启新赛季征程

建业引援发布会现场。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尼日利亚国脚加盟河南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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