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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接 近 335
万辆次，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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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制造业离不开高水

平技能人才。9月 20日，记

者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获悉，我省出台了《河南省职

业 技 能 提 升 行 动 方 案

（2019—2021 年）》（以下简

称《行动方案》），未来三年，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1000 万

人次以上，为制造业转型升

级发展提供有力的技能人才

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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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占技能人才的三成以上

我省是制造业大省，就业市场上技能人
才一直“抢手”。未来三年，我省将面向职
工、就业重点群体和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等
各类劳动者，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1000万人次以上，其中补贴性职业技能提
升培训500万人次以上。“培训总量、补贴性

培训总量均居全国首位。”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21年年底，技
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比例将达25%
以上，高技能人才也就是“工匠”占技能劳动
者总量的比例将达30%以上。

《行动方案》提出实施“先进制造业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技能提升计划”“现代服务
业技能提升计划”“‘中原丝路’技能提升计
划”“‘文化河南’技能提升计划”等 13个
计划。“这些计划紧扣河南产业转型升级需
求和就业需求，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
链无缝对接，旨在形成技能人才素质提升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产业转型升级带动技
能人才素质提升良性互动。”省人社厅相关

负责人说。

支持企业办培训，加强校企合作

未来，企业、职业院校、民办培训机构
是职业培训的 3支重要力量，发挥企业主
体作用、职业院校基础作用、社会培训和评
价机构支持作用，进一步明确“谁培训”“培
训什么”等问题。其中，企业是用人的主
体，也是职业培训的主体。

为了让技能人才不愁找工作，避免企
业出现用工荒，未来将继续强化“校企合
作”，发挥82个职业教育集团、技工教育集
团作用，围绕产教整合、校企合作开展冠名
班等针对性培训。同时对接“郑州汽车”

“开封数控”“长垣厨师”“林州建工”等 90
多个劳动品牌，提供订单式服务。

50亿元资金支持技能培训

广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钱从哪里来？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用于

2019—2021年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的资金
主要有：就业补助资金、失业保险基金、地
方人才工作经费以及以 2018年年底市县
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为基数，按照 20%
的比例计提的提升行动资金等，其中，失业
保险基金结余支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
就达40.8亿元，各类资金加在一起达50亿
元左右，让我省广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不
差钱”。

对企业按规定提取职工教育经费并用
于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
建设的，省辖市或省直管县（市）政府可按
企业新购置实训设备总值的20%从就业补
助资金中给予一次性补助，最高分别不超
过50万元、10万元。企业吸纳贫困劳动力
就业6个月以上并开展以工代训的，以及参
保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
员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的，按每人每月200
元的标准给予生产经营主体以工代训补
贴，最长不超过6个月。企业开展培训的，
可以先享受50%的培训补贴资金。③4

本报讯（记者 李点）诚信是一种美德，也是需要人人遵守
的社会规则。9月 23日，河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
会议在郑州召开，《河南省社会信用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
案）提请二审。

守信，要联合激励；失信，要联合惩戒。草案规定，省人民
政府会同同级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据履行
社会治理、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等职责的需要，制定守信联合
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认定标准，经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后，
由省人民政府公布实施。

对民众关注度高的不按时交纳水费、电费、燃气费、暖气
费、物业费等问题，草案明确，未经依法确认的水电气暖、通信、
有线电视、网络等公共事业以及物业管理欠费信息，不得作为
实施失信联合惩戒的依据。对违法行为轻微、主动消除影响的
行政处罚信息，草案作出了不将其列入公共信用信息目录的规
定。

列入守信联合激励对象名单的，有啥激励措施？草案一
审稿对激励措施予以明确规定。此次提请审议的二审稿在相
关条款中增加了“在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
面给予支持和便利”“优先享受城市落户”“优先推荐评优评
先”等内容。

此外，草案增加了几大类行为，将其列入失信行为，并明
确，这几类行为可作为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依据。
其中，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等妨碍社会治理的严重失信行
为被纳入其中；在严重违背教育和科研诚信方面，将国家教育
考试、国家工作人员选拔考试、国家职业资格考试等作弊行为
纳入；此外，通过网络、报刊、信函等方式，诋毁、破坏他人声
誉、信誉，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等方式
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行政许可、行政奖励、行政给付、社会保障
等严重失信行为也被纳入其中。③5

本报讯（记者
宋敏）9 月 23 日，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
厅获悉，10月 1日
零时至 10 月 7 日
24时，河南高速免
费通行，免费范围
为 7座及以下载客
车辆以及允许在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免费时间以车
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今年国庆假期，预计我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口总车流量
将达2000万辆次，日均突破280万辆次；其中，10月 1日出口
车流量将接近335万辆次，为平时流量的2.2倍。预计10月 1
日凌晨会出现出行小高峰，9时至 14时是高速出行高峰时
段；10月 5日、6日15时至20时为返程高峰时段。

据分析，预计国庆期间我省高速路网易堵路段如下：京港
澳高速刘江大桥至薛店段；连霍高速郑州段；许广高速襄城至
叶县立交段；菏宝高速焦作段；二广高速豫晋省界段；机场高
速与京港澳高速互通段；商登高速京港澳高速互通段；郑栾高
速始祖山至禹州段；郑少高速新密段。③8

《河南省社会信用条例（草案）》提请二审

国家教育等考试中作弊
拟被纳入“失信行为”

国庆假期高速免费通行
9处路段易拥堵

我省出台职业技能提升3年行动方案，培训总量全国居首

未来技能人才“工匠”占比超三成
□本报记者 逯彦萃 实习生 孙瑞倩

9月 23日，博爱县电商大厦前，少先队员代表在朗诵《少年中国说》。当天，博爱县举行“我与祖国共奋进——国旗下的演
讲”特别主题活动，通过升国旗、国旗下的演讲等形式，大力唱响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的主旋律，向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
礼。⑨6 程全 崔璨 摄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通讯员 刘岩）9月 22日，
记者从洛阳市统计局获悉，2018年，经国家统计局审核认定
的洛阳市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99.36亿元，居全省第二位，比
上年增加 12.98亿元，同比增长 15.03%。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全社会研发投入与GDP之比）达2.14%，较上年提升0.13个
百分点，比全省平均水平（1.4%）高 0.74个百分点，比2017年
前进两个位次，跃居全省第一位。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是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与地区生产总
值的比值。企业、政府所属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是研发活动
的三大执行主体。

据介绍，2018年，洛阳市企业、政府所属研究机构和高等院
校研发经费分别达74.13亿元、21.47亿元和3.76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14.9%、10.8%和51%。企业对全市研发经费投入增长
的贡献率为74.1%，成为拉动全市研发经费增长的主要力量。

2018年，洛阳市财政科技资金支出19.01亿元，同比增加
5.46亿元，同比增长40.3%，财政科技资金占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比重为3.2%，较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

同时，政府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税收减免政策落实效
果显著提升。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2018年企业享受的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分别为3.57
亿元和 3.14亿元，与 2017年相比，分别增加 1.28亿元和 0.77
亿元，分别增长55.7%和32.5%。③5

2018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洛阳居全省第一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王亚芳 王慧

9月 17日，中秋节后上班第一天，
郑州经开区纪工委就组织召开了全区
纪检监察系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在主题教育中，我们要始终坚守
人民立场、践行群众路线，朝着‘为民
服务解难题’的具体目标，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向群众身边延伸、向基层纵深
发展，做到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都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
的行为都坚决纠正，以维护群众切身
利益的扎实成效践行纪检监察机关的
初心使命。”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纪工
委书记武斌说。

为了推进主题教育扎实深入开

展，以开展主题教育为动力推进新时
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经开区
纪工委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开局、高质
量推进，制订了《郑州经开区纪工委监
察审计局机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实施方案》。

《方案》明确，要把主题教育同贯彻
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区党工委重大决
策部署结合起来，同落实全区纪检监察
系统各项工作目标任务结合起来，激励
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保持奋斗精神和革
命精神，凝聚起推动全区纪检监察工作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要通过学习
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
把学和做结合起来，把查和改贯通起
来，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抓实学习教育。把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首要政治任务，系统、全面、深入学习
党的创新理论等，以理论滋养初心、以
理论引领使命，通过个人自学、班子领

学、统筹结合、以案促改，保证学习效
果，增强履职能力。

深入调查研究。着眼查找自身问

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立足职能职责和
当前中心重点工作，深入开展“四到四
访”，即到分管部门和单位，到农村、社
区、企业、学校，到基层党建和扶贫联
系点，到矛盾突出、情况复杂的地方，
访下级领导班子成员，访基层党员干
部，访服务对象，访困难群众，切实掌
握第一手材料，拿出破解难题的硬招、
实招，推动工作落实落地。

认真检视问题。对照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
新期待，对照先进典型、身边榜样，把
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
进去，重点查找在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方面
的差距，在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
感情、服务群众方面的差距，在知敬

畏、存戒惧、守底线方面的差距，在思
想觉悟、能力素质、道德修养、作风形
象方面的差距。

狠抓整改落实。突出主题教育的
实践性，把“改”字贯穿始终，坚持边学
边查边改，真抓实改，务求实效。一是
开展专项整治，持续深入整治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不担当不作
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加重基层
负担等问题；二是抓好“6-45+2”问题
整改。按照“补短板建机制强能力见
成效争一流”活动要求，对照清单中列
举的 6个方面 47项问题，确保每项措
施都落实落地、每个问题都真改实改；
三是对症抓好整改。把边学边查边改
贯穿始终，即知即改、立行立改，一项
一项整改到位，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郑州经开区纪工委：以主题教育为动力 推进工作高质量发展

9 月 17
日 ，郑 州 经
开区纪检监
察系统“ 不
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
题教育工作
会议召开

奋进新时代

未来三年，我省将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其中补贴性职业技能提升培训500万人次以上。

到 2021 年年底，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比例将达

25%以上，高技能人才
也就是“工匠”占技能劳
动 者 总 量 的 比 例 将 达

30%以上
制图/王伟宾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刘梦珂 通讯员 苏天瑞）“我常年在
苏州务工，孩子由父母照看，我也很少和她
沟通，看到孩子写的信，心里又感动又难
受。”9月 17日，提起女儿给他写的信，柘城
县大仵乡周楼村村民关魁仍激动不已。

今年 1月，柘城县关工委联合河南邮
政柘城县分公司等举办了“感恩有您与爱
同行‘您有一封信’”活动，全县中小学生通
过邮寄书信形式表达对父母的真情，架起

了学生和家长之间沟通的桥梁。
这只是该县关工委开展关心下一代

工作的一个缩影。近几年，该县关工委深
入开展领导班子建设好、骨干队伍作用
好、制度健全执行好、活动效果好、积极探
索创新关工委创建活动，建立了 1096 个
基层关工委，全方位推进关心下一代工
作。他们根据县域青少年的实际情况，联
合县教育、司法、检察等部门，开展“送法
进校园”“春蕾行动”等活动，提供法律援

助，为品学兼优贫困生送去助学款，并相
继成立了“关爱工作团”，定期对留守儿童
进行走访、慰问困难学生。还协调残联、
电商办，对 1至 6岁的脑瘫儿童进行筛查
和实名登记，免费为 68 名贫困残疾青少
年安装假肢等辅助工具；对返乡务工青年
及贫困村青少年免费进行电子商务培
训。2016年，在省关工委的统一部署下，
该县关工委联合县卫生局等部门对全县 1
至 14岁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进行普查

登记，对其中 49 名确定为先天性心脏病
儿童进行免费复查复诊，符合手术条件的
免费给予手术治疗。

针对不同类别群体的青少年，该县关
工委采取“五老”同志进学校、进机关作报
告等方式，对在校学生开展“六感恩、三教
育”活动，对机关事业单位青年开展“树七
气、鼓三劲、立八本、达九一”活动等，鼓励
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③9

柘城：用心用情关心下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