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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速递

最高80万元！郑州提高
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
明年1月1日起执行

我省新一轮职教改革实施方案出炉
●基本不再从应届毕业生中招专业教师 ●鼓励企业办职教 ●推行全员岗位聘用制和绩效考核分配制

发布权威 本报讯（记者 李林）12 月 4 日，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消息，
从 2020年 1月 1日起，郑州住房公积
金贷款额度最高提至80万元，将有效
缓解购房职工的贷款资金压力。

“该政策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
行，即日起购房职工可按新的贷款额度
签约备案。”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借款人夫妻双方均符合
公积金贷款条件且为家庭首次申请公积
金贷款的，最高贷款金额由60万元提高
至80万元；借款人单方符合公积金贷款
条件或家庭二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最
高贷款金额由40万元提高至60万元。

在此提醒有需要办理公积金贷款
业务的职工，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业务办理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00—
12:00、下 午 1:00—5:00，可 拨 打
12329咨询。③5

本报讯（记者 谭勇）12 月 3 日，
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河南省事
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分级响应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办法》）已于近日印发
全省施行，旨在明确各级政府对事故
灾难、自然灾害的响应处置责任，最大
程度预防各类事故灾难、自然灾害，减
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办法》首次较为系统地对我省主要
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制定了分级标准。
我省主要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包括生产
安全事故、火灾事故、森林火灾、洪涝灾
害、旱灾、地震灾害、地质灾害等7种，按
照其社会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可控性，
由低到高分为4级。其中，一般(Ⅳ级)事
故灾难、自然灾害由事发地县（市、区）政
府负责响应处置；较大(Ⅲ级)事故灾难、
自然灾害由事发地省辖市政府负责响应
处置；重大(Ⅱ级)、特别重大(Ⅰ级)事故
灾难、自然灾害由省政府负责响应处置。

《办法》规定，当事发地政府不能消
除或不能有效控制事故灾难、自然灾害
时，应及时向上一级政府报告，上一级
政府应及时启动本级应急响应。③8

我省有了事故灾难和
自然灾害分级响应办法

□本报记者 史晓琪 周晓荷

12月 4日，记者从省教育厅

获悉，《河南省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日

前出炉。《实施方案》从体制机制、

产教融合、教师队伍、人才培养等

方面，为我省职业教育指方向、明

路径。

实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行动计划

●开展省级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建设培育
工作，试点建设一批产教融合型行业、企
业和院校；

●重点遴选、支持建设一批基于产教融
合的产业学院（系部）、高水平专业化实
训基地、高水平专业群；

●鼓励职业教育集团化、联盟式发展，推
进资源共享、以强带弱、优势互补；

●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对进
入目录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给予“金融+财
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并按规定

落实相关税收政策；

●全面推广“订单式”培养、现代
学徒制等“双培型”培养模式，促
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

重点支持建设
100所左右
省级高水平职业院校

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实施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
推动全省中等职业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达
到国家标准，重点支持贫困地区加强中
等职业学校建设；

●逐步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
素质+职业技能”招生考试办法；

●重点支持建设100所左右省级高水平职
业院校和15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打造
中部地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到 2022年，我省将建立完善中等职业
教育、专科层次职业教育、本科层次职业

教育和应用型本科教育、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相衔接，学历
教育与培训并重的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

1 促进产教融合
校企“双元”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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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部部门管理岗位

（一）直属中心分公司（筹）总经
理1名，工作地点：郑州

岗位职责：

1.在公司授权范围内，全面负责郑州辖

区营业网点的统筹管理，制定并组织实施

分公司经营目标、竞争策略；

2.结合公司合规内控要求及业务发展

需要，持续完善并执行分公司各项管理制

度、业务流程、工作机制；

3.根据郑州辖区市场的业务拓展需要，

持续加强专业团队建设，增强分公司团队

凝聚力。

任职条件：

1.经济、金融、财务等专业全日制硕士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2.年龄 45周岁以下，条件特别优秀者

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3. 10年（含）以上银行、证券、信托等从

业经验，5年（含）以上支行副行长或证券公

司营业部总经理、信托公司财富中心总经

理、第三方理财公司中心副总经理及以上

级别管理经验，具有高端客户或机构业务

资源者优先考虑；

4.具有较强的计划、控制、协调、表达和

抗压能力，较强的合规风控意识、综合分析

能力、驾驭全局能力和执行能力；

5.熟悉先进的管理模式，具有较好的领

导管理才能和良好的金融业管理理念。

（二）直属中心分公司（筹）副总
经理2名，工作地点：郑州

岗位职责：

1.协助分公司总经理，统筹管理郑州辖

区营业网点的相关经营活动、团队建设、合

规风控等工作，组织实施郑州市场竞争策

略；

2.在职责授权范围内，起草并组织实施

分管工作涉及的工作计划，确保完成分管

工作所涉及的经营目标。

任职条件：

1.经济、金融、财务等专业全日制硕士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2.年龄 45周岁以下，条件特别优秀者

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3. 8年（含）以上银行、证券、信托、第三

方理财公司等从业经验，5年（含）以上的上

述机构中层管理经验，具有高端客户或机

构业务资源者优先考虑；

4.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意识、综合分析

能力、沟通协调能力、执行能力、业务拓展

与市场开发能力。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管理岗位招聘启事
中原证券（A股代码：601375，H股简称：

中州证券，H股代码：01375）成立于 2002年
11月 8日，是河南省内唯一一家法人证券公
司。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公司发展迅速，特别是 2014年以来，先后实
现了香港上市、在港增发和A股上市，是全国
130多家证券公司中第八家同时在香港和内
地两地上市的券商，也是河南首家同时在香
港和内地上市的金融企业，公司发展跨入了
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两地上市的完成，中原证券品牌和
社会影响力大幅提升，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经
营业绩持续增长，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能力进
一步增强，受到了省委、省政府和有关方面的
肯定。因贡献突出，公司 2014年、2015年度

连续两年受到省委、省政府通报嘉奖，是“金
融豫军”的代表性企业之一。

截至目前，公司总资产近 500亿元，管理
客户资产 2000多亿元。在证券业务稳健发
展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九大板块：即上海
分公司、香港子公司、北京分公司、中原股权
交易中心、中原期货公司、中原小额贷款公
司、股权投资公司“中州蓝海投资公司”、私
募基金管理公司“中鼎开源创投公司”和中
原人寿保险公司（筹）等，构建起现代化、国
际化大型金融控股集团的基本框架，以及河
南总基地和香港、上海、北京等四大利润中
心的格局。

当前，公司正以客户为中心，持续深化各
项改革，全面打造核心竞争力，争取再用三年

左右的时间，使公司专业服务能力和合规风
控水平显著提升，资本实力和盈利能力稳居
全国证券公司第一方阵，一些重要业务领域
的位次明显前移，实现“二次腾飞”，为广大客
户和投资者创造更好价值，为中国资本市场
发展壮大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2019年以来，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入，公司经营
业绩逆势大增，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大增
114%。各项主体业务也均表现良好，其中经
纪、投行业务净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8%、
177.8%，自营投资业务和包括子公司板块在内
的公司整体投资收益同比分别增长162.2%和
149.7%，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现根据业务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相
关管理岗位。

（一）融资管理部总经理 1名，工作
地点：北京、上海或郑州

岗位职责：
1.制定和实施融资管理部年度工作计划，

完成各项经营业绩指标；
2.牵头组织公司债券项目、资产证券化项

目等公司负有持续督导及受托管理责任项目
的日常后续督导工作；

3.牵头组织处理风险项目以及持续督导
期内发生的重大问题及突发事件等情况，协
助处理存续债券的回售或转售业务；

4.负责和监管部门的沟通并把关须向监
管部门提交的报告或向公众披露的文件；

5.制定及持续完善公司后续督导业务流
程、工作评价体系及相关制度和机制。

任职条件:
1.经济、法律、金融、财务等专业全日制硕

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
宽至全日制本科学历；

2.熟悉证券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经营
管理能力，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3.年龄 40周岁以下，条件特别优秀者可
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4.具有丰富的持续督导方面的相关工作
经验，且担任金融机构中层及以上管理岗位3
年以上，有债券风险处置经验优先考虑；

5.诚实守信、勤奋踏实，具有较好的书面
与口头表达能力、组织管理能力、沟通协调能
力、执行能力、学习能力。

（二）合规管理总部总经理 1名，工
作地点：郑州

岗位职责：
1.协助合规总监拟定、修订公司合规管理

各项制度，制定年度合规工作计划，推动和监
督其贯彻执行；

2.对国家新政策、法律、法规动向跟踪及
研究，根据外部法律、法规和准则的变化，督促
公司各单位修改并完善有关制度和业务流程；

3.协助合规总监进行合规宣导，推广合规
文化；

4.统筹并安排合规检查工作，及时向合规
总监报告检查情况，跟踪督导问题整改；提供
日常合规建议及咨询；组织对内部规章制度、

重大决策、新产品和新业务方案、子公司的合
规管理制度进行合规审查；

5.组织实施反洗钱、信息隔离墙建设、员
工行为监测等合规专项工作；

6.协助合规总监统筹实施合规性专项考
核工作；

7.完成合规总监及公司安排的其他工作。
任职条件：
1.法律、会计、金融、经济等专业全日制本

科及以上学历；
2.熟悉证券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经营
管理能力，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3.年龄 45周岁以下，条件特别优秀者可
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4.从事证券、基金工作10年以上，或者在
证券监管机构、证券基金业自律组织任职5年
以上，且担任金融机构中层或同职级及以上
管理岗位3年以上；

5.诚实守信、勤奋踏实，具有较好的书面
与口头表达能力、组织管理能力、沟通协调能
力、执行能力、学习能力。

报名总部或分公司管理岗位的请登录
中原证券官方网站www.ccnew.com主页
下方“在线招聘”栏下载并填写《应聘登记
表》，于2019年 12月 15日前以电子邮件形
式发送到邮箱zhaopin@ccnew.com,邮件

标题和文件名统一命名为:姓名—应聘岗
位—工作地点,如，张红—直属中心分公
司—郑州。

联系人：任先生
联系电话:0371-65585195

二、直属中心分公司（筹）管理人员

报名流程

招聘
启事

A+H上市公司 A股简称：中原证券 股票代码：601375.SH 港股简称：中州证券 股票代码：01375.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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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支持聘请能工巧匠
担任兼职教师

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

●明年起，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相关
专业教师原则上从具有3年以上企业工作
经历并具有高等职业以上学历的人员中公
开招聘，对特殊高技能人才可适当放宽学
历要求，基本不再从应届毕业生中招聘；

●加强职业院校编制管理，建立健全职
业院校教师编制动态管理机制，推动企
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和职业院
校教师双向交流；

●实施职业院校兼职教师特聘岗计划，
支持职业院校聘请高水平工程技术人员
和能工巧匠担任兼职教师；

●到2022年，职业院校“双师
型”“一体化”教师占专业课教
师总数的比例超过50%。

推动每所职业院校
重点建设
2—3个骨干专业群

全面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加强职业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重点建设一批思想政治和德育工作实践
基地；

●建立紧密对接我省产业链、创新链的
学科专业体系，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现
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相关专业，重点支
持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健康、养老、托
育、旅游等紧缺专业；

●建立对接产业的职业院校专业动态调
整机制，推动每所职业院校重点建设2—
3个骨干专业群；

●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
度，面向城乡各类劳动者开展
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

2020年全面落实
公办职业院校
生均拨款制度

健全经费投入机制

●2020 年各地要全面落实公办
职业院校生均拨款制度，公办中
等职业学校生均财政拨款水平
可适当高于当地普通高中，公
办高等职业学校生均拨款
水平应不低于1.2万元；

●公办技师学院在校生中
的高级工和预备技师的生
均拨款标准可适当高于
当地公办中等职业学校，
并根据发展需要和财力
逐步提高。③6

深化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扩大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推行职业
院校全员岗位聘用制和绩效考核分配
制，因岗聘人、按岗定薪、依绩取酬；

●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鼓励有
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举办高质量
职业教育；

●允许企业以土地、资本等要素依法参
与办学，与公办职业院校合作举办混合
所有制性质的职业院校（或二级学院）和
职业培训机构，并享有相应权利；

●支持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民办职业
院校；

●加快推进职业教育“学分银
行”建设，有序开展学历证书和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体现的学
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

允许企业
依法参与办学

制图/刘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