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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松 本报通讯员 张伟弟

以前，查低保金到账情况，要跑几里地到镇上。如今，
几步路到村便民服务中心，用身份证在智慧监督平台终端
机上一刷，便能看到详细清单。4月 22日，刚查完账户的
开封市祥符区仇楼镇桑寨村贫困户支虹霞高兴地说：“真方
便，再不怕谁打低保金的歪主意了。”

低保金、救助金是扶贫领域兜底保障的重要手段，是困
难群众的“保命钱”和“口粮钱”，但在基层发放过程中，存在
优亲厚友、虚报冒领等现象，群众意见很大。为此，开封市
纪委监委创新推广“互联网+监督”平台，将大数据、云计算
与民生监督结合起来，精准发现问题，坚决揪出扶贫领域的

“蛀虫”，全力保障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开封市“互联网+监督”平台实现了财政、公安、民政、住建

等部门的数据互通共享，已采集25项民生资金数据，建立党
员干部信息数据库等12个基础数据库。平台分为前台和后台
两个部分，前台具有公示查询和互动交流两大功能，后台借助数
据比对模块，对民生部门录入的各项数据进行梳理分析，对可
疑问题提出预警，有效保障了脱贫攻坚和民生领域资金安全。

“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被‘这张网’发现了，悔
不该当时鬼迷心窍！”去年年底，杞县纪委监委通过“互联
网＋监督”平台后台数据比对发现疑似问题线索，调查后证
实圉镇镇荆岗村干部李某某在明知不符合领取贫困户危房
改造资金条件的情况下，依然抱着侥幸心理违规申请领取
了4000元，李某某最终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建立大数据平台，为精准监督插上科技“翅膀”。开封
市纪委监委围绕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和群众最关
心、反映最强烈的民生问题，线上“云计算”精准发现问题线
索，线下“督整改”以严明的纪律坚决查处，让虚报冒领、侵
吞挪用、克扣强占等问题无处遁形。今年以来，借助“互联
网+监督”平台，开封市共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46
件，处理51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44人。

不仅发现解决问题，还要健全机制堵塞漏洞。针对县扶贫
办原主任周某军在扶贫工作中因失职渎职被“双开”、造成国
有资产流失等问题，通许县纪委监委依托“互联网+监督”平台
持续跟踪问效，时时监督扶贫资金使用情况，并倒逼案发单位
精准查找案例暴露出的制度漏洞，进行彻底整改、建章立制。

“创新建设‘互联网+监督’平台，打造权力监督和基层治
理新模式，对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实行动态监控和预警，让违规
违纪行为无处遁形，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
提供坚强保障。”开封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卢志军说。③6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记者 4月 22日获悉，平顶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对中央督导组重点关注、省扫黑办挂牌
督办的魏冠军、薛金祥等40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案公开宣判，依法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诈
骗罪、寻衅滋事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串通投标罪数罪
并罚，对被告人魏冠军、薛金祥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被告人也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至一年不等刑罚。

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以来，被告人魏冠军、薛金祥为谋
取经济利益，以平顶山市京亚实业有限公司为依托，积极拉拢
多名刑满释放人员，采用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多起寻衅滋
事、敲诈勒索、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冲击国家机关、串通投
标、诈骗、盗窃等违法犯罪行为，逐渐形成了以魏冠军、薛金祥
为组织者、领导者，宋雅等3人为骨干成员，王铁山等4人为积
极参加者，栗东伟等11人为一般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该组织通过行贿、拉拢入股等方式腐蚀党政干部20余
人，形成利益共同体，他们相互利用，为其发展壮大寻求保
护。该组织长期把持北滍村、薛西村基层政权，共实施犯罪
活动33起，违法活动3起，严重破坏当地政治、经济和社会
秩序，在平顶山新城区及周边地区造成极其恶劣影响。

一审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
危害程度等，依法作出上述判决。案件宣判时正值疫情防控
关键时期，平顶山中院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联合市、区疾控
中心共同制定宣判方案，在坚决防止疫情扩散的基础上，依
法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确保了宣判活动的稳步进行。③5

□本报记者 李点

“作为一名呼吸科医生，冲锋在疫情防控一线是义不容
辞的责任和使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省政协委员、农
工党党员、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副院长李素云，这位参加
过抗击非典战斗的“老兵”，始终奋战在一线，践行着医务工
作者的光荣使命。

作为医院防控专家组组长，她带领业务骨干制定防控救
治方案并投身一线救治患者；作为省医疗救治专家组副组
长、省中医预防救治技术指导组组长，她指导全省中医救治
工作并培训一线医生正确应用中医治疗诊疗方案；作为省支
援基层专家指导组分组长，她带队奔赴疫情较重的驻马店市
进行指导、会诊，日夜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

疫情发生后，李素云所在医院被列为定点救治医院。李素
云对医院在发热门诊发现的疑似病例和收治的重症病人，集中
采取中药治疗方法，隔离病房投入使用前，她日夜不停培训隔
离病房的医护人员。医院收治的首例新冠肺炎患者是一位重
症病例，李素云每天两次会诊，时时关注患者病情，及时调整中
药方剂，并与病人谈心进行心理疏导。经过三天全力救治，患
者转危为安。“在减轻发热症状、控制病情进展等方面，中医药
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医院收治的10例病人，一般6到7天就
痊愈出院了，最短的一例5天就出院了。”李素云说。

在疫情防控最吃劲的时候，一方面是省医疗救治专家组、
省中医预防救治技术指导组的工作，一方面是医院的防控救治
工作，李素云的工作越来越多，任务也越来越重。但她牢记职责
使命，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疫情在全球蔓延后，她还多次为瑞
士、日本、美国、英国等国的华人华侨举办视频讲座，从中西医
诊疗、康复治疗等方面进行讲解，帮助海外同胞抗击疫情。③6

人才流动趋缓，供需出现下降

3月末 4月初，多氟多、中原银行、郑商
所等省内知名企业的相关负责人纷纷在朋
友圈晒出“招贤帖”。

每年春节过后都是求职择业的旺季，今
年的旺季延迟了不少。《报告》显示，一季度
28家机构共举办各类招聘会55场，组织招
聘单位10456家，提供就业岗位333328个、
同比下降1.53%；求职者131291人次，同比
下降51.47%；收到简历85869份，达成意向
率29%，同比下降35.22%。

受疫情影响，一季度全省就业市场供
需呈现下降趋势，人才流动率降低。从全
省汇总数据分析来看，一季度求职总量同

比 下 降 51.47% 、简 历 投 递 量 同 比 下 降
8.13%，人才供需呈现下降态势。一季度招
聘转战网上，求职者信心降低，重新择业的
积极性下降。“多数已经有了饭碗的职场人
员，当前以求稳为主。”省人才交流中心相
关负责人说。

制造业快速复工，普工需求最大

一季度，由于制造业担负着抗疫物资
的保障和供给任务，得以迅速复工复产，相
应的人才需求也占据榜首，制造业人才需
求量占用人单位行业总需求的32.13%。

《报告》还显示，普工、技工等生产制造
类职位分居一季度热门职位需求的第一位
和第二位，占职位总需求的39.02%，与制造
业释放大量就业岗位相呼应。

“三全、富士康、长垣市的卫材企业，在
一季度开足马力生产，对普工和技工需求

有一定增加，为稳就业作出了贡献。”省人
才交流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省会需求减弱，毕业生压力增加

省内高校毕业生择业或者豫籍学子回
归，多数会将郑州作为职业发展的
首选地，省会郑州的人才需求也常
年占据榜首。

一季度，郑州首次
让出人才需求“冠军”位
置。人才需求地区排行
前五位依次为南阳、商
丘、洛阳、焦作、信阳，岗位需求占人
才 总 需 求 的 比 重 依 次 为 12.51% 、
9.19%、6.94%、6.38%、6.01%，而郑州
仅占全省人才总需求的 5.64%，跌落
至第六位。这与我省区域人才流动
的固有特征相吻合，郑州一直以来以

信息科技、文化教育、金融等新兴服务业
的组织管理岗位需求为主，受疫情影响
这些行业复工延迟。而南阳、洛阳、焦作
等地市的岗位需求则以技工、普工等生
产制造类岗位为主。

一季度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需求量占
岗位总需求量的 13.66%，呈现下降趋势，
这与疫情期间餐饮、旅游、酒店等聚集性
服务行业企业用工需求缩减造成供需错
位有密切关系。“用人单位本年度有效工
作时间减少，招收应届毕业生需要投入更
大培养成本，多种因素叠加使企业接收毕
业生能力受限，高校毕业生求职成功率也
进一步降低。”省人才交流中心相关负责
人说。

此外，随着年度有效生产时间变短，还
有部分企业在疫情下经营困难，采取调整薪
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岗位，所
以基础岗位整体薪资出现缩水现象。而企
业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研发人才由于在逆
境中肩负重任，薪酬有小幅上涨。从人才需
求结构看，部分行业在逆境中也迎来机遇，
比如线上教育迎来小爆发，人才相对紧缺，
因此也会抬高招聘报酬。③6

“互联网+监督”精准守护
扶贫资金安全

一季度河南省人才市场分析报告出炉

制造业复工早 普工技工最走俏

今春的“就业季”遇到了疫

情。就业市场上哪些人才受欢

迎？高校毕业生“饭碗”是否端

得稳？职场薪资水平是否有波

动？每一个话题都牵动着大家

的心。4月 22 日，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发布《2020 年第一

季度河南省公共人才服务机构

才市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通过对省人才交流中心等

省内28家人力资源机构的抽样

调查，得出报告回应公众关切。

□本报记者 逯彦萃

中央督导组重点关注的一起涉黑案一审宣判

组织者被判无期徒刑

省政协委员李素云：

发挥中医药优势全力抗疫

决胜扫黑除恶收官年

“特殊作业”“特殊时期”代表委员的

（上接第一版）
洛宁县拥有 1.5万多亩绿竹林，兴华镇“村村有竹园、人

人会竹编”。前不久，该县被中国竹产业协会授予“中国特色
竹乡”称号。该县以竹林康养、微缩盆景创作及兴华豆腐工艺
制作展示体验等为产业支撑，培育创意新业态，带动洛河沿岸
乡镇的竹文化旅游，引领群众以竹致富。

绿色是沟域经济的底色，文化则是沟域经济的魂。洛宁是
河洛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为弘扬河洛文化，该县规划建设洛书
文化产业园，以印象·春楸生态园和讲理特色文化村为核心，展
示独具特色的河洛文化和豫西民俗，打造集农业种植、拓展训
练、河洛文化探秘等于一体的河洛文化研学游。

如今，洛宁县致力打造“沟谷文旅业、半坡林果业、山顶生
态林”的全景化立体式沟域经济发展模式，涌现了三彩陶艺小
镇、金果小镇、体育小镇、摄影小镇等特色沟域经济带。同时，
该县还催生了“洛水山肴”等一批特色农产品品牌，探索出了金
果（苹果、金珠沙梨）、金鸡、金牛（牛、羊）、金叶（烟草）、金融“五
金扶贫”模式，让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带动了全县特色
农业提质增效、农民持续增收。该县仅金果产业一项就带动4
万多户农户，人均年增收3000元以上。

“近年来，洛宁县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在持续改善生态环
境、发展生态经济、厚植生态优势的同时，围绕沟域经济发展
特色农业、培育特色产业、推进三产融合，筑牢洛阳南部生态
涵养区重要屏障，加快乡村振兴，助力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
洛宁县委主要负责人说。③8

（上接第一版）全县建成食用菌生产基地8个，香菇种植规模达
5000万袋，从事食用菌经营的农户4000余户。通过推广“虾稻
共作”等模式，全县小龙虾养殖面积6万余亩，带动3300余户贫
困户增收，实现了“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为发展“绿色银行”，桐柏县积极整合财政专项资金和涉农
项目资金，每年整合项目资金3亿元以上，用于改善贫困村基础
设施和扶贫产业基础配套建设。同时，争取国家开发银行等政
策性扶贫项目，为产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该县还出台了一系
列专项扶持政策，对发展茶叶、艾草、小龙虾等特色产业分别达
到一定规模的，经验收合格后，给予相应的补贴，极大地调动了
各方参与产业扶贫的积极性。

桐柏县还注重实施品牌带动战略，持续推进品牌创建，强化
品牌引领。目前，全县茶产业拥有有机认证证书23张，“桐柏玉
叶”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桐柏玉叶”“清淮绿梭”

“桐柏毛尖”等6大类绿茶和“桐柏红”红茶均跻身省级名茶行
列。注册了“淮河源”小龙虾、“清淮浸月”虾稻米品牌，全面推进
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认证工作。品牌效应让绿色产业日益
兴旺，该县利用这些特色资源优势，采取“合作社+基地+贫困
户”模式，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电子商务、乡村旅游等项目，实现
贫困户就业增收，让农民的钱袋子一天天鼓了起来。

“实现深度贫困山区群众的稳定脱贫、长久致富，必须牢
牢抓住产业增收这个关键核心，在发挥特色资源优势、夯实产
业基础、实施品牌带动上下功夫，建起‘绿色银行’，让脱贫群
众长期享受‘绿色红利’。”桐柏县委主要负责人说。③9

（上接第一版）
站在铁塔上小心作业、操控无人机测指标……

陶留海的微信朋友圈，都是他和工友们在野外作业时
的照片。说起第一次爬铁塔时的情形，陶留海至今记
忆犹新。“心里有点胆怯，双腿瑟瑟发抖，因为稍有不
慎就会被烧成灰。”陶留海回忆说，靠着给自己鼓劲
加油和前辈们的指导安抚，他才逐渐摆脱了恐惧。

“头不要抬高、幅度不要太大……”陶留海带徒
弟后，感觉身上责任重了起来。每次徒弟们在塔上
干活，他都在塔下瞪大眼睛盯着，不断扯着嗓子喊。
正是他不厌其烦的“唠叨”，让团队十余名“80后”年
轻人，成长为行业翘楚。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农历大年初四，陶留海
就回单位值班。进入 3月份，迎来超高压线路春检
预试高峰阶段，加上各行业全面复工复产，陶留海和
团队的26名工友几乎每天都奔波在电力维护一线。

而这仅是他 21年工作的一个缩影。扎根基层
这些年，陶留海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450余次、超过
3400小时，实现作业零差错、零事故，为国家多供电
100亿千瓦时。

“我一定成为优秀的电力建设者。”这是陶留海
1998年从技校毕业时的纪念词。“做卓越的电网守
护者。”这是陶留海办公桌工牌上的座右铭，他用不
变的初心和勤劳的汗水守护着万家灯火。③6

▲4月22日，郑州植物园雾森景观系统开放，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游玩。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4月19日，游客在尉氏县大桥乡世通蒲公英扶贫种植基地游玩。⑨6 李新义 摄

一季度28家机构

共举办各类招聘会55场

组织招聘单位 10456家

提供就业岗位333328个 南阳 商丘 洛阳 焦作 信阳 郑州

省辖市人才需求排行前六位

制图/王伟宾 数据来源：一季度河南省人才市场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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