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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形象 打造平台 拥抱未来

厚植人才沃土厚植人才沃土 豫豫见美好未来见美好未来

（上接第一版）
开封化工技师学院院长杨箴立告诉

记者，在政府的引导下，学院已经与昊华
骏化、富士康、奇瑞重工、中国化学工程
第十一建设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合作。

“企业高工进课堂，技校学生下工厂，学
生提高技能有方向，企业也不用担心用
工荒。”

据了解，我省将逐步扩大校企合作
新型学徒制试点，2020年试点企业 100
家以上，不断建立政府激励、企校双师联
合培养企业青年高技能人才新模式，按
规定每年补贴每名学徒不超过6000元，
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的人力保障。

10月 27日，记者从中国·河南招才
引智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在省人社厅
的撮合下，校企合作的队伍在壮大。世
界500强企业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与我省 7所职业院校达成了校企合作协
议，未来将为这 7 所院校提供师资、设
备、课程设置等全方位帮扶。

我省技能人才培养瞄准时代和技术
前沿，提前预判行业发展的未来趋势，定
会让高新技术产业落地更顺畅，让高质
量发展有保障。

全民技能振兴
就业之路越走越宽

固本疏源，重基求新。为了充分发
挥人力资源大省的优势，我省坚持实施
全民技能振兴工程，面向全体劳动者大
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濮阳市与 58同城公司建成了全国
最大的家政专业培训基地，邀请五星级
酒店服务员、医院护士、菲律宾籍专家为
学员免费培训。基地负责人陈世伟介
绍，经过技能培训走向工作岗位的学员
受欢迎、身价高。高技能家政服务员适
应了高质量发展和消费升级的需求，满
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莫道茶事的一级茶艺师谈书畅年底
前的档期已经全部排满。她告诉记者，
自从 2016年通过培训取得人社部门颁
发的一级茶艺师资格证后，不少企事业
单位慕名找她出场讲课。“每小时最少收
费两千元，高了三四千元。”谈书畅说，如
今自己创立了公司，开设了茶艺培训课
程，走上了创业的道路。

2014 年，人社部与河南省签署了
《共同深入推进河南全民技能振兴工程
备忘录》，全民技能振兴工程在中原大地
如火如荼地展开。我省先后出台《深入
推进河南全民技能振兴工程 2014—
2017 年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文件，形成
了“政府主导、人社牵头、部门配合、上下

联动”的工作格局。截至 2017年年底，
全省技能劳动者总量达 657.68万人，其
中高技能人才达 179.41万人，人力资源
优势已成为我省扩大开放招商的“金字
招牌”；高技能人才数量同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基本适应，高技能人才结构同产业、
行业发展需求基本适应。

激励机制全
高技能人才闪耀中原

技高一筹，礼厚一分。
近年来，我省将高技能人才奖励纳

入政府奖励序列，并大幅度提高奖励标
准，对“河南省技术能手”的奖励标准由
2000元提高到 5000元，并对“中华技能
大奖”“全国技术能手”获得者进行重
奖。设立“中原技能大奖”和“河南省政
府特殊津贴”，进一步加大对优秀高技能
人才的表彰奖励力度。

中原技能大师鲁宏勋等一批高技能
人才就成了奖励制度的受益者。在中航
工业空空导弹研究院工作了 30多年的
鲁宏勋，从一名普通工人，逐步成长为技
术工人专家、我国数控加工界的精英，个
人荣誉可谓不计其数：导弹院“鲁宏勋
班”班长、高级技师、全国技术能手、中华
技能大奖获得者、中国十大高技能人才
楷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当前，郑州、新乡、平顶山等市均建
立政府津贴制度，对有突出贡献的高技
能人才按月给予一定的政府津贴。实施

“中原技能大师”培养支持计划，每年遴
选 10名左右高技能人才纳入河南省高
层次人才特殊支持“中原千人计划”。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技而优则仕”，
技工院校高级工以上的毕业生今后可以
比照大专学历报考公务员，90后新乡小
伙秦可骞成为进入公务员队伍的第一个

“技工”。秦可骞从河南经济贸易高级技
工学校毕业后，在2015年凭借高级技工
证通过了公务员报考审核，通过笔试、面
试成了新乡市红旗区小店镇人民政府的
一名公务员。由于工作中认真踏实，入
职第一年便获得了“红旗区2016年度环
保攻坚战三等功”荣誉。秦可骞告诉记
者，虽然学历不高，但动手能力强在基层
很有优势。“之前学的是计算机网络调
配，现在单位修电脑的活儿我全包了。”

“智汇郑州”人才工程，对高技能人
才同样参照同等的高等教育学历给予相
应的优惠政策。

一系列措施的实行，让“技能成就未
来”“崇尚一技之长”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一个匠心回归的中原正奔腾而来，必将
助力中原更加出彩！③9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10 月
27日下午，在中国·河南招才引智
创新发展大会郑州专场，郑州市主
要领导为高层次人才代表颁发证
书。

建立科学的人才分类评价机
制，是充分发挥人才作用的前提和
基础。今年，郑州市启动实施了第
一批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工作。
经申请推荐、专家评估、社会公示
等程序，认定 284人为郑州市首批
高层次人才。

此次获郑州市领导颁发证书
的高层次人才代表有：俄罗斯工程

院外籍院士、中国地质大学工程技
术学院院长王成彪；中国工程院院
士、水害防治与水资源研究所所长
武强；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省农
业科学院院长张新友；国家“万人
计划”专家、郑州师范学院教科院
院长陈国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玉雕大师王冠军；国家“万人计划”
专家、中科院化学所研究员王春
儒；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
人才、郑州大学教授余丽；国家“万
人计划”专家、郑州大学教授李金
铠；国家“万人计划”专家、郑州机
械研究所总工程师龙伟民。③9

“此次大家聚首中原有一个共
同的期待，就是让中原更加出彩。”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
学会会长陈竺在大会开幕式的视频
致辞中说。

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站
在新时代的坐标下，河南比过去任
何一个时候，都更加盼望人才，需要
人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化学院
士皮埃尔·杜曼克说：“河南省对人
才的重视是‘自发的、激情的’，优秀
的政策与诸多的机会也将会吸引更
多的人才入驻河南。”

这次大会，是河南省委、省政府
实施人才强省战略，打造人才“磁
场”的一个缩影。河南大力实施人
才强省战略，着力培育一批创新引
领型人才、扶持一批创新引领型企
业、引进一批创新引领型机构、打造
一批创新引领型平台，让众多人才
集聚河南，共谋发展。

此次大会仅仅是个开端，招才
引智工作将长期开展下去，打造成
河南一个响当当的品牌。河南将继
续以“政策牌”宽心，通过“智汇郑
州”人才工程、“河洛英才”计划等一
系列富有特色的政策，扫除英才入
豫的后顾之忧；以“事业牌”聚心，形
成凝聚和造就人才的“原动力”；以

“感情牌”暖心，让各类人才感受到
质朴乡情和温暖亲情，在河南安心、
安身、安业。

会议结束了，但真知灼见留了

下来，为今后河南的发展提供了重
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河南是农业大省，建议河南要
稳住农业生产这个优势，在作物育
种方面持续攻关，在农业机械化方
面要加大力度，在中药材的种植加
工上要坚持特色，在矿产资源合理
开发和综合利用上多做文章，力争
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矿
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地球科学研究
院叶大年院士说。

在河南省产业转型升级重大创
新专项战略咨询会上，28位院士和
专家学者就提请咨询的16个重大创
新专项项目建言；在中原人才发展高
层论坛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
里克·马斯金等专家围绕人才发展相
关问题作主旨演讲；国内两院院士分
赴“郑洛新”“郑平宛”调研，海外院士
分赴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进行实地考察调
研；教育专家、医疗卫生专家围绕相
关问题开展咨询服务。

未来，河南将敞开更加宽广的
胸怀、实施更加积极的政策、营造更
加优越的环境、提供更加便利的服
务，努力为各类人才创新发展、成就
事业提供保障，齐心聚力，让河南更
出彩。③4

郑州认定首批284名高层次人才

“技能河南”助力出彩中原

10月27日，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现场。⑨6 本报记者 杜小伟 董亮 摄

参加招聘活动的人员川流不息。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记者 李宜鹏 周晓荷

梧桐茂兮，凤凰来栖。

金秋十月，古老而厚重的河南，向世界发出了“招贤令”。

10月27日—28日，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在郑

州举行。千余名院士和专家济济一堂，把脉出彩中原；十余万名

海内外的英才俊杰慕名而来，立志在中原建功立业。

一场展示形象的盛会

此次大会由省委、省政府、欧美
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共同
主办，体现了我省对人才工作的高
度重视。

1340 名嘉宾和高层次人才出
席大会，其中 51位海外院士，89位
国内两院院士，19位国内外知名大
学校长，118 位海外专家、长江学
者、国家杰出青年……

这是一场盛况空前的大会，是
一场展示河南形象的大会。

大会展示着河南开放的形象。
近年来，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
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等
国家级战略在我省落地实施，古老
的河南展现着开放的新姿，开放的
河南需要高层次的人才。郑洛新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河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分别举办招才引智专

场和两院院士河南行等活动。
大会展示着河南高质量发展的

形象。近年来，我省深入践行新发
展理念，着力打好“四张牌”，推动经
济发展高质量。河南的发展呼唤人
才，高质量的发展需要高层次人
才。这次大会招聘单位数、提供岗
位数、进场求职人数、达成意向数和
招聘人才层次为河南历次招聘之
最；省直相关单位和 18个省辖市敞
开大门，为来豫人才提供广阔舞台；
建立了事业单位高层次和急需紧缺
人才引进“绿色通道”，现场办理，联
审联办，一站办结……

“通过这次会议，我看到了河
南转型发展的决心和成效，看到了
河南招才引智的开放姿态，我相信
会有越来越多英才俊杰来这里发
展。”香港大学浙江研究院执行院
长郭正晓的话，说出了众多参会者
的心声。

一个广聚英才的平台

本次大会坚持引进“高精尖”人
才与引进急需紧缺人才相结合、刚性
引才与柔性引智相结合、引进人才与
引进项目相结合、集中引才与长效聚
才相结合、现场招聘与网络招聘相结
合，以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来豫创新
创业，加快破解我省人才规模、结构、
质量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据统计，大会现场共有2100家
单位提供岗位 66813 个，累计进场
求职人数10.39万人次，达成签约意
向 4.3万余人；通过大会官网，共征
集到全省 6544 家用人单位 83162
人的岗位需求信息；大会网络平台
浏览量总计达到 389.51万人次，网
上求职 12.7 万人次，其中 31434 人
达成初步用人意向；9700余人通过
事业单位人才引进“绿色通道”办理

相关手续。
27日，52位博士正式和河南大

学签约。“我是从河南走出去的大学
生，如今回到家乡为建设家乡出力，
感到很幸福；河南快速发展和学校
学科建设，也为我的事业提供了广
阔的平台。”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博士
陈亚楠说。

本次大会还征集发布了 1600
余项合作项目。

中国工程院印遇龙院士团队与
郑州市签约“环保高效两型饲料的研
发和产业化推广”项目；中科院张清
杰院士团队与南阳市签约汽车零部
件研发中心项目；清华大学与濮阳市
政府签约共建智能化工研究院项
目……这些项目将优质资源聚集在
河南，为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引擎”。

一个拥抱未来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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