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增城镇就业110万人以上

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71.64
万人，完成年度任务的65.12%。

2 提高高龄老人医保报销比例

全省共有45.51万人次享
受了提高 5 个百分点报销比
例待遇，通过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及大病补充保险共报销
17.97亿元。

3 继续开展妇女“两癌”筛查

全省累计完成宫颈癌筛
查 74.42 万 人、乳 腺 癌 筛 查
97.2万人，分别完成年度目标
的53.16%、56.58%。

4 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全省共有 13761 名 0—6
岁残疾儿童接受了免费康复
救 助 服 务 ，康 复 服 务 率 为
76.45%，其中，焦作、驻马店已
完成年度任务。

5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全省 1049个村庄完成管
网铺设、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完成农村户厕改造 171.3 万
户，占年度目标的57.1%。

2019年至2021年

我省计划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1000万人次

其中，2019年计划开展各类技能培训200万人次

其中2019年培训 1500万人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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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方案（2019－2021年）》

明确2019年至2021年

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5000万人次以上

到2021年底

技能劳动者
占就业人员总量的

25%以上

高技能人才
占技能劳动者的

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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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信号灯计时提醒
系统能够让等待的出行者
更加直观地看到信号灯变
化的时长，提醒人们遵守信
号灯的指示通行。

●● ●● ●●

出行

高招

“一招鲜，吃遍天”，

这句话在当下依然很实

用。毕业季到来，在人

才市场上有不少“普通

青年”难觅合适“饭碗”，

但更有不少身怀一技之

长的“技能青年”不仅端

稳了“饭碗”，还走上了

“追梦路”。

为了让更多年轻人

能有“一技之长”，服务

我省经济发展转型升

级，今年我省计划开展

各类技能培训 200万人

次。

壮大技能人才队伍，需要调动
社会多方的积极性，引导各界广泛
参与。据了解，截至 2018年年底，
我省共有中高等职业院校 497所，
在校生规模达 237.25 万人，“校企
合作”模式在职业类院校广泛推
行。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培训学院院
长张艳告诉记者，为了加大“校企合
作”力度，学院将原有的教学楼改造
升级为培训大楼。“校企合作”破解
了理论实践“两张皮”问题，打通了
学生就业的“最后一公里”。

我省还鼓励社会培训和评价机
构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评价，目前全
省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有1000多家，
成为培养技能人才不可或缺的力量。

据了解，2019年至 2021年，我
省 计 划 开 展 各 类 职 业 技 能 培 训
1000万人次，其中，2019年计划开
展各类技能培训200万人次。③8

本报讯（记者 王映）减免租金、
优先贷款、折扣消费……在濮阳，惠
民便企服务真正来到守信者身边。
记者 7 月 16 日获悉，濮阳正式推出
首批 12家“信易+”惠民便企试点单
位，在旅游、购物、租赁、融资等多个
领域落地守信激励措施，进一步深化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濮阳是我省首个定期发布诚信
“红黑榜”的省辖市，并于 2018年 12
月在全省率先推出个人信用积分，正
在形成制度完备、架构健全、应用广
泛的社会信用体系。该市信用平台
涵盖76家部门、20万户法人、400余

万自然人，归集各类信用数据 2.2亿
条，以海量数据为支撑，设置为“诚
信、较诚信、警示、不诚信”等 4个级
别的“龙都分”，已经成为与市民衣食
住行息息相关的“信用身份证”。

目前，濮阳“信易+”可为群众和企
业提供五大“福利”，包括为守信中小
微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信
易贷”，为方便创新创业主体租赁办公
设备、办公空间的“信易租”，为让守信
主体享受更舒适出行服务的“信易
行”，为让守信主体更便利获得行政审
批服务的“信易批”，以及为让守信个
人享受优质旅游服务的“信易游”。

据了解，濮阳首批“信易+”惠民
便企试点单位中既包含企业、银行、
图书馆，也包含台前行政服务中心、
南乐审批局、工业园区经发局等政府
机构。试点单位已相继推出“信用+
阅读”“信用+贷款”“信用+购物”“信
用+旅游”等 22个信用场景，提供免
收图书借阅押金、贷款绿色通道、免
费泊车等48项便利优惠服务。

“随着‘信易+’运用场景越来越
多，将会逐步辐射至社会保障、卫生
医疗等领域，个人信用与日常生活的
联系也将越来越紧密。”濮阳市发改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③9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7 月 16
日，记者从省招办获悉，我省普通高招
本科提前批录取工作（除艺术类外）已
顺利结束，共计录取新生 66903 人。
国家专项计划本科批录取也同时结
束，录取6794人。

除艺术类以外，军队招飞、军事、
公安、司法、体育及其他有特殊要求的
院校（专业）、专升本招生院校、对口本
科招生院校共计录取新生 66903人。
其中，军队招收飞行员277人，军事院
校 902人，公安院校本科 1778人、专
科 54人，司法院校本科 105人、专科
180人，体育专业本科 4660 人，其他
有特殊要求的院校2981人（其中民航
招收飞行员 472 人），专升本 51960
人，对口本科4006人。国家专项计划
本科批录取 6794 人，其中文科 977
人、理科5817人。

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国家公费师
范生录取任务圆满完成。其中，北京
师范大学录取163人，东北师范大学录
取52人，华东师范大学录取25人，华中
师范大学录取126人，陕西师范大学录
取190人，西南大学录取127人。

在我省按照综合评价招生模式择
优录取的上海科技大学录取34人、南
方科技大学录取60人、北京外国语大
学录取13人、昆山杜克大学录取7人、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录取9人。③5

7月 16日，许多中小学生来到许昌科技馆参观，感受科技的奥秘。该馆建筑面积为1.2万平方米，共有12个展
区，展品、展项共277件。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科提前批

录取新生66903人

借书免押金 贷款享“绿通”

濮阳为守信者发“福利”

一技在手
创业就业不愁A台账民生

练就一技之长 助你一臂之力
今年我省将开展各类技能培训200万人次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孙琦英

“购买鲜花的人越来越多。顾
客审美水平在提高，我们花艺师的
技能也要不断提高。”7月 14日，郑
州凡客花店的老板程妍一边给店
员作示范，一边讲解日式花束与韩
式花束的不同。由于花束种类多、
款式新，这家花店已经成了“网红”
店铺。

程妍告诉记者，5年前她通过
技能培训获得了人社部门颁发的
初级花艺师资格证书，在郑州开了
花店，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就业问
题，还雇用了店员。除了收入不
错，更让她满意的是每天都在做自
己擅长和喜欢的事。

无论在高端服务业，还是在高
端制造业，像程妍这样凭借“一技
之长”成为市场上“香饽饽”的案例
并非少数。我省发布的第一季度
公共人才服务机构才市分析报告
显示，技术服务业加薪领跑市场，

“一匠难求”现象依然存在。郑州
市双凤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纲
告诉记者，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
下，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非常
迫切，优秀的技术工人年薪可达十
几万元。“有岗位，高薪水，唯独缺
人才，这让企业很无奈。”周纲说。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当前我省产业结构升级
加速，领军型高技能人才总量不足，
结构有待优化。

为了让更多年轻人掌握一技之
长，适应市场需求和服务产业转型
升级，我省积极推进全民技能振兴
工程。“目前已经建成440个技能人
才培养基地，形成了省、市、县三级
培训网络，全省每年完成各类职业
技能培训330万人次以上。”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说，“林
州建筑”“长垣厨师”“鄢陵花工”“濮
阳家政”等已经成为全省响当当的
品牌。

目前，我省在全省制造业企业
推行“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工
学一体模式，提升工人技能。“截至
目前，我们对9100名工人开展了技
能培训，对1383名工人参与继续教
育进行了资助。”郑州宇通
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
制造业向高端
制造业转变，
对 已 有 工 人
实 施 培 训 显
得尤为重要。

技能培训
化解“一匠难求”B 校企合作

遍地开花C

上半年省重点民生实事有序推进
新改建农村公路、新建和改扩建幼儿园开工率超七成

本报讯（记者 栾姗）7月 16日，省
政 府 办 公 厅 发 布 了《关 于 2019 年
1—6 月份省重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
的通报》（以下简称《通报》），今年上半
年，我省重点民生实事有序推进，实现
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通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
高度重视，进一步压实责任，加
快工作进度，确保各项工作任务
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③6

6 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全省空气优良天数比例
为47.5%，其中，信阳、驻马店、
三 门 峡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超 过
55%。

7 进一步改善农村出行条件

全省累计完成新改建农
村公路 3812 公里，完成年度
目标的 76.2%；村级单位通客
车率达99.8%。

8 新建和改扩建

城乡幼儿园1000所

全省新建、改扩建项目已
开工723所，开工率为72.3%。

9 持续推进农村电网改造

全省新建改造 10千伏及
以下线路 8452 千米，新建改
造配变台区 5741 个，已完成
1779个行政村电网改造，占年
度任务的59.3%。

10 加快县（市）人民医院

提质升级

全省 50 个县（市）结合
自身实际制定了工作方案，
22个项目建设单位通过二级
甲等医院评审或复核评审。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今后，司机
朋友驾车经过郑州市中原路与嵩山路
路口时，将会有不一样的感觉。路口
信号灯除了原来显示直行、左转、右转
的向位指示外，灯杆上还多了一块屏
幕，在信号灯快要变化时能为出行者
进行信号倒计时提醒。7月 16日，记
者从郑州市交警部门获悉，这是郑州
交警部门新安装的智能交通信号灯计
时提醒系统。

郑州市交警支队科研所所长陈常
青介绍，新安装的智能交通信号灯计
时提醒系统有三个特点：系统在信号
灯变换前10秒开始进行时间提醒；利
用信号灯变换后提醒开始前的这段时
间，系统屏幕会滚动显示交通安全宣
传标语，提醒驾驶员谨慎驾驶、文明行
车；该计时系统除了为直行信号进行
计时提醒，在左转、右转信号将要变换
时，也能进行计时提醒。

“智能交通信号灯计时提醒系统
能够让等待的出行者更加直观地看到
信号灯变化的时长，提醒人们遵守信
号灯的指示通行。此外，广大交通参
与者通过屏幕上的交通宣传语，可以
提升交通安全意识，自觉规范自己的
交通行为。”陈常青说，“下一步，警方
将根据实际情况，在一些人流量、车流
量较大的路口安装智能交通信号灯计
时提醒系统，用科技的手段规范出行
者的交通行为，倡导文明出行。”③5

郑州

信号灯变换
提前10秒提醒

□本报记者 张珍珍
本报通讯员 贾浏晖

2018 年 7 月 5 日，国家税务总局
洛阳市税务局正式挂牌，2018年 7月
20 日，洛阳全市各级税务机构挂牌。
由此，全市的税务工作翻开了新时代
的篇章。

一年来，3200 名洛阳税务人抱
着“赶考精神”投身工作，坚持党建引
领、服务先行，守初心、担使命，展现
新作为，书写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

“洛阳答卷”。他们通过业务整合、流
程优化，扎实推进组织收入、减税降
费等工作，锲而不舍笃力改革，换来了
事合、人合、力合、心合的新税务机构的
新局面，持续释放国税地税征管体制
改革利国、利民、利企、利税新成效。

坚持党建引领
征管体制改革越走越稳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涉及洛阳
市各级税务机关近 300个税务机构、
2900多名税务人员和 25万多名纳税
人、20余万名缴费人。一年来，洛阳市
税务系统坚持把加强党的建设和全面
从严治党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税务机
构改革和税收工作的全过程，按照“四
个确保”工作要求，有力有序地推进国
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实现了改革与税
收工作两不误、两促进。

“市局党委带头落实党建责任，切
实增强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
领导核心作用。”洛阳市税务局党委书
记、局长尚鲁豫表示，要求各级党组织
深入开展“三个一”活动，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拥护改革、参与改革、推动改革。
为深入推动改革，洛阳市税务局党

委按照“三个谈心全覆盖”要求，召开座
谈会 268 次，发放思想状况调查问卷
2433份，收集各类问题和意见建议166
份，及时掌握干部职工思想动态。同
时，开展“河洛税苑党旗红、服务改革争
先锋”主题实践、“党员承诺践诺”和“中
国税务之歌”传唱活动，为实现“四合”
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通过改革，洛阳税务系统机构大
“瘦身”，市局内设机构、派出机构、事业
单位从41个减少到28个；县区局从36
个减少到 18个；县区局副科级分局从
244个减少到109个。5个副处级局降
格为正科级，1个正科级局撤销。

改革前，全市国地税共有110个办
税服务场所，占全省比例超过七分之

一。今年 5月 9日，104个综合办税场
所全部实现了国地税业务“一厅通
办”。同时，推进办税和缴费便利化改
革，实现纳税人、缴费人、扣缴义务人

“进一个厅，办所有税务事”。统一有关
涉税问题口径，发布新的《办税指南》；
统一资料归档，整合报送资料；统一办税
服务厅叫号系统，纳税人“只取一个号”。

减税费优服务
税收营商环境越来越好

改革以来，洛阳市税务干部职工恪
尽职守，通过加速业务流程再造、征管
系统融合、服务制度规范，机构人员、税
收业务、管理服务同频共振，构建征管
新格局。全市税务系统先后三次升级
税收征管系统，调整国地税共管纳税人
26.4万余户，其中跨县区局调整2.6万

余户，完成原国地税5.4万户单管户重
新分配，实现征管一个流程、执法一把
尺子。

他们还积极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2018年共办理减免税金 114.27亿元，
出口退税11.64亿元。减的是税费，稳
的是预期，增的是信心。据了解，简化
增值税留抵退税流程后，该局为中国一
拖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累计退税 6.38
亿元，居各省辖市之首。随着机构陆续
完成整合并挂牌运行，洛阳市县两级税
务部门开展“新机构 新服务 新形象”
服务建设提升专项活动，以纳税人和缴
费人为中心，从根本上解决“两头跑”

“两头查”等问题，进一步优化税收营商
环境，使广大纳税人、缴费人有更多获
得感。

“这次改革，纳税人是最大的获益

者。国地税合并后，大幅降低了企业交
易性成本，企业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投入生产经营中。”洛阳首家在创业板
上市的企业——隆华科技集团（洛阳）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占明说。

“在这场历史性的改革面前，洛阳
市3200名税务干部同心同德汇聚改革
强大合力，同向同行踏上改革全新征
程，为洛阳税收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生
机、带来了新活力。”洛阳市税务局党委
书记、局长尚鲁豫认为，这次改革既是
一项按照顶层设计求准求稳的匠心工
程，更是一场面对复杂局面统筹统揽
的艰难战役，洛阳市税务部门将以勇
立潮头的精神、敢为人先的勇气，打造
优化整体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的新高地，开启新时代洛阳税收事
业新篇章。

党建引领共筑新税务 服务先行展现新作为

文字来源/新华社 本报记者 逯彦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