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03年以来

河南创业担保贷款累计

扶持 135.7万人自主创业

扶持个体工商户 133万户

扶持小微企业 11699家

河南希芳阁绿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王洋
洋（左二）看准无土草坪的市场前景，5年间就将希芳
阁从一个小微企业发展为“新三板”挂牌企业。②10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我省创业担保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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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5月

我省成为全国首个创业担保贷款

发放量突破 1000亿元的省份

发放量占全国总量的 1/5

制图/单莉伟

宜阳县张坞镇元过村小伙儿车高航（右四）大学
毕业后，带领同伴返乡创业，钻研葫芦种植，并将种植
规模扩大到了80余亩，成立了合作社。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随着时代变

迁，一波一波弄潮儿前赴后继，迸发出惊

人的创造力。个体户出现让不少人放弃

“铁饭碗”加入“下海潮”，互联网兴起促成

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局面。如今，我

省返乡创业的雁阵效应已经形成，随着返

乡创业遍地开花，激活了地域经济发展，

解决了周边群众高质量就业，乡村振兴的

美好画卷徐徐铺开。

截至今年10月底

全省农民工返乡创业累计 121.26万人

累计带动就业764.52万人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新
旧动能转换，共享经济、
‘互联网+’等新业态新
模式的迅速发展，当前
的就业形态呈现出更加
多元、更加灵活的特点。

2000
个

2017 年 亚都创造了近
2000 个岗位，直接带动
了1800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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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工作大事记

文/本报记者 逯彦萃 实习生 孙贺霞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中共中央转发《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
业工作》，首次提到“自谋职业”

1980年

河南省发布《改革劳动制度四个实施细则
暂行规定》，实行国营企业劳动合同制

我省建立实行国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
保障和再就业制度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提
出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
府促进就业的就业方针

《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
工作的通知》提出缓解金融危机，减轻
企业负担，稳定就业局势

我省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
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以创业
创新带动就业

改革开放以前，流传这样一句话，“进了单位门就是国
家人”。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工作办公室副主
任孙银正说，40年前的就业情景，可以用几个特色鲜明的
词来形容：计划配置、统包就业、行政调配、城乡分割。孙
银正说，我省就业工作走过了 40年风雨历程，从起初的就
业形式单一、缺少变动，发展至如今的就业形式千姿百态、
灵活多变，劳动就业工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大地
释放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激发了市场活力，促进了社
会进步。

“我省就业制度的建立、演变，与经济社会发展密不可
分。”孙银正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由计划经济向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就业方式也从由国家一元政策包下
来，逐渐形成今天的“以劳动者自主就业为主导，以市场机
制调节就业为基础，以政府促进就业鼓励创业为动力”的
就业制度新方针、新格局。

1998 年我国开始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出现“下岗”潮。
2002年，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召开，会后下发了《关于进一
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被誉为就业政

策的 1.0 版，这一政策
有力保证了国企改革
顺利进行，使就业形势
趋于稳定。2008 年，
国家又实施了《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就 业 促 进
法》，次年，我省出台了
《河 南 省 就 业 促 进 条
例》，被誉为就业政策
的 2.0 版。2009 年，为
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对就业带来的冲击，就
业 政 策 3.0 版 开 始 实
施，“五缓四减三补贴”
减轻了企业负担、稳定

了就业局势。
“上世纪 90年代初期，为了搞活经济，繁荣市场，曾经

鼓励自谋职业，而当年‘下海创业’的倍增效应如今得以显
现，创业带动就业的效果非常明显。”孙银正说。

为了贯彻落实好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精神，2015年国家出台了《关于进
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提出把鼓励创
业和促进就业结合起来，被誉为就业政策 4.0版，我省也出
台了相关实施意见，将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由过去的 5
万元、8万元、10万元，统一调整为 10万元。我省也成为全
国首个创业担保贷款发放量突破 1000亿元的省份，发放量
占全国总量的 1/5。

2017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新业态就业形式的出现，
就业政策 4.0 版有了升级版。国家开始关注新业态、新模
式就业。“随着经济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共享经济、

‘互联网+’等新业态新模式的迅速发展，当前的就业形态
呈现出更加多元、更加灵活的特点。”孙银正说。

在孙银正看来，我省就业政策与时代发展保持高度同
频。推动就业法治化建设步伐加快，积极就业政策不断升
级，牢牢守住民生保障底线，保障了我省的就业形势总体
稳定，开辟了独具河南特色的发展路径。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
业，加强统筹谋划，扎实有效推进，返乡下乡创业工作呈现
良好态势。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已形成燎原之势。目
前，全省农民工返乡创业累计 121.26 万人，累计带动就业
764.52万人。返乡下乡创业集聚态势更加明显，返乡下乡
创业主体更加多元，返乡下乡创业业态模式更加多样，返
乡下乡创业助力脱贫攻坚作用表现突出。

40年的就业促进工作路上，既有稳中有进的收获，也
有勇往直前的探索。奋进新时代，我省将实现更高质量
和更充分就业作为首要任务，以推动我省经济高质量发
展。③8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工作
办公室副主任孙银正:

就业政策1.0版
到4.0版的演变

推动者说

就业：从自主择业到大众创业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整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
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
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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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陈泽民下海创业创办了三全食品公司，如今，三全食品已经是中国最大的速冻食品企业。

改革开放 40年来，我省劳动
就业工作取得了辉煌成绩,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国家经济
建设和人民群众福祉作出了积极
贡献。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
长赵钟恒作为亲历者，目睹了“巨
变”的全过程。

在赵钟恒看来，我省劳动就
业工作的巨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就业目标的转变。由以安置
为目标的就业，转变为充分开发
利用劳动力资源、实现劳动力与
生产资料优化配置的就业。“过去
我们实行的是统包统配的劳动就
业体制，随着改革的深入，多层
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就业制度逐
渐形成。”赵钟恒说，近年来更可
喜的变化是创业带动了大量就
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局面已经
形成，出现不少“小巨人”“小明
星”企业，而且孵化出了不少“独
角兽”企业，推动了生产力的提
高。

劳动就业机制的转变。从
“单位人”变成“社会人”。过去
实行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一经
就业就捧上了“铁饭碗”。在赵
钟恒看来，原来的就业更像是一
种“保障”，也就是说社会福利、
社会保障目标是通过就业环节
一次实现的，是就业、福利和保
障三合一的机制。改革将社会

保障和社会福利，交由社会管
理，使劳动者从“单位人”变为

“社会人”。
劳动者就业观的转变。“过去

一次分配定终身，就业、择业如同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赵钟恒说。
而今，人们的就业观念发生了转
变，竞争意识、流动意识、成才意
识逐渐形成，很多人放弃了“铁饭
碗”，开始自主择业。加之劳动合
同制的普及，为人才合理流动创
造了条件，长期工、临时工、劳务
派遣、劳务外包、个体经营、兼职
兼业、自由职业，各种就业择业形
式五花八门，满足了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的不同需求，适应了社会
发展。

在生产要素中，劳动者是最
活跃的要素。赵钟恒认为，改革
开放40年来，我省的就业政策与
时俱进，极大地激发了劳动者的
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
进步，也让更多人靠双手和智慧
实现了梦想。随着新时代的到
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
面已经形成，劳动者必将创造出
更加丰富多彩的新生活。新时
代，也给就业工作提出了新要
求，人社部门要运用好政策调节
和信息导向，加强服务体系建
设，将新的灵活就业群体纳入服
务体系中来，把我省就业工作向
前推进。③8

上世纪 90年代，下海潮所产
生的影响巨大。至今活跃在商海
的企业家，有不少是那次下海潮
的一员，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
的总经理韩立涛就是其中之一。
几十年来，他始终怀着一颗“勇敢
的心”坚定前行，从自主创业到如
今成功带动一方就业。

韩立涛原本在长垣县捧着
“铁饭碗”。“当时看报纸上说好多
人下海创业，我也有试试的想
法。”韩立涛说，他看准了无纺布
在卫生行业的前景，带着六七个
人成立了亚都卫材厂。万事开头
难，起初没技术，没资金，唯有创
业激情。1997 年中共十五大召
开，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
韩立涛认为发展的春天来了，他
紧抓机遇，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
革，企业盈利随之增长。2003年

“非典”以后，当地政府加强市场
整顿，规范市场秩序，公司借此进
入发展快车道，到 2010 年，已经
跻身全省行业5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

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韩立涛也认识
到必须走转型升级的新路子。
他投资建立国家级实验室，成立
了 38 人的研发团队。“产品结构
调整，生产流程标准化，产品从
医用走向民用，销售渠道从实体
走向网络，销售范围从国内走向
国际。”韩立涛告诉记者，2017年
企业销售额达到了 15.3 亿元，创
造了近 2000 个岗位，直接带动
了 1800人就业。韩立涛表示，他
将带领企业不忘初心，勇担社会
责任，用高质量发展带动高质量
就业。③8

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赵钟恒：

不争“铁饭碗”自主择业更出彩

亲历者说

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韩立涛：

弄潮时代 创业带动就业

实践者说

《劳动法》颁布，提出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
和选择职业的权利

199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