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新闻

本报讯（记者 王平）7月1日，省卫健委公布
了2020年河南基层卫生人才工程（科教项目）实
施方案，今年我省计划通过5种途径为基层招录
培养医师6935人（次）。

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今年计划招
录 1470名基层医师。招录对象为全省县、乡

两级医疗卫生机构新进拟从事
临床医疗工作的医学类专业本

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或
已从事临床医疗工作并取
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需
要参加全科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的人员。培训时间
为3年。

全科医生转岗培训，今年计划培训全
科医生转岗学员 2500 人（次），培训带教师
资 1000 人（次）。招录对象为全省乡镇卫
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职的执业医
师 （或助理执业医师）、获得执业医师或助
理执业医师资格的乡村医生以及其他需要
培训的执业医师或助理执业医师。培训时
间为 1年。

助理全科医生培训，今年计划招录 1600
名。招录对象为临床医学专业三年全日制高
职（专科）毕业，拟在或已在乡镇卫生院、村卫
生室等农村基层医疗机构从事全科医疗工作
的人员。培训时间2年。

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今年计划招

录西医专业 150名。考生需参加全国统一高
考，实行单列志愿、单设批次、单独划线，在本
科提前批次录取。

基层卫生人才在职学历提升计划，今年
计划资助全省乡镇卫生院专升本人员 145
名，资助县级医疗卫生机构报考研究生（或专
业学位）人员 70 名，助力基层医生学历提
升。其中，专升本人员培养周期为3年，省
财政按每人每年3000元标准资助学费；本
科提升至研究生学历层次的人员，培养周
期为 1年，省财政按每人每年4750元标
准资助学费。新乡医学院为我省基层卫
生人才在职学历提升计划的唯一定点
培养单位。③6

今年我省将为基层招录培养医师693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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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7月 2日，郑
州市交警支队发布消息，高考期间，警
方采取多项措施，加强交通治理和交通
安全保障，确保高考顺利举行。

高考期间，郑州交警全员上岗，每个
考点前设5至 6名警力，配备2至 3台警
用汽车和摩托车，民警每天提前一个半小
时上岗，确保各考点门前交通秩序良好。
视交通流量情况，对个别考点采取分流、
限行、禁行等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对运送考生的车辆（有准考证或张
贴有爱心送考标识）和高考工作车辆
（持有“郑州市 2020年普通高校招生全
国统一考试试卷押运车辆、巡考督查车
辆、无线电巡逻车辆通行证”），发生的
一般交通违法行为，警告登记后迅速放
行，必须处罚的交通违法行为可采取事
后再通知追究处理的方式处置。

高考期间对接送考生尾号限行的
车辆，郑州交警部门印制“爱心护考”车
贴，向广大考生家长发放，考生家长可
凭考生学生证、车辆行驶证，于 7 月 4
日、5 日、6 日到郑州市各交警大队申
领，领取后贴在前挡风玻璃醒目位置，
交警将不予处罚。

高考期间，郑州交警还将与 UU跑
腿合作，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证件服务，
在每个考点门前都设置二维码展架，如
考生忘带身份证或准考证等证件，可用
手机扫描二维码进行求助，最近的“跑
男”将以最快速度将证件送到考点。

此外，郑州交警部门联系各考点周
边单位、闲置空地所属单位等，开设临
时停车场，解决考点的停车问题。考点
周边没有临时停车场的，科学设置机动
车临时停车区和非机动车临时停放点，
确保各考点门前及周边道路交通秩序
良好。

警方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保存
好身份证和准考证等证件，出门检查有
没有忘带，提前查看熟悉考场和道路，

避免跑错考点或考场；高考期间要早
一些出门，避免拥堵迟到，遇到堵车
有可能耽误考试时，第一时间向路边
交警求助，或拨打 110求助。此外，
警方建议广大交通参与者减少开车

上路，减轻交通压力，在经过考点
周边道路时降低车速、不鸣笛，给

考 生 营 造 安 全 、畅
通、宁静的考试
环境。③9

□本报记者 樊霞

去年各行各业收入怎么样？哪些领域工资高？6
月 30日，记者从省统计局获悉，2019年全省城镇非私
营单位、城镇私营单位和规模以上企业分岗位就业人
员年平均工资情况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全省城镇单
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稳步增长。其中，城镇非私营单
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比上年增加了4094元，城镇私
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增加了2985元。

城镇非私营单位
年平均工资67268元

数据显示，2019年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 67268 元，比 2018 年的 63174 元增加
4094 元，同比增长 6.5%，其中，在岗职工（含劳务派
遣）年平均工资68305元，同比增长6.5%。

金融业主要是银行、证券和保险公司再次拿下
2019年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头名，年平均
工资是 124240元，接下来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89322元，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88544
元，这三个行业的年平均工资分别为城镇非私营单位
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水平的 1.85 倍、1.33 倍和 1.32
倍。

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最低的三个行业
分别是住宿和餐饮业43111元，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
服务业 46858元，农、林、牧、渔业 47272元，分别为城
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水平的 64.1%、
69.7%和 70.3%。

城镇私营单位
年平均工资比上年多了2985元

2019年，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43194元，与 2018年的 40209元相比增加了2985元，
同比增长7.4%。

2019年全省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排名前三的行业依次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8029元、建筑业 47650元、房地产业 47397元，分别
为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水平的 1.11倍、1.10
倍和 1.10倍。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最低的
三个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 35305元，金融业（主
要是各种保险代理、典当行和投资咨询公司）37287
元，住宿和餐饮业 37370元，分别为全省城镇私营单
位年平均工资水平的 81.7%、86.3%和 86.5%。

规模以上企业
年平均工资55402元

报告显示，2019年，全省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 55402元，同比增长 6.9%。其中，中层及
以上管理人员 99856元，同比增长 6.1%；专业技术人
员 67865元，增长 5.0%；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
员 44968元，增长 6.8%；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50410
元，增长6.3%。

分行业门类看，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岗位年平均
工资最高的行业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年平均工资为 156274元；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社会
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三类
岗位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均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年平均工资分别为 80258元、79634元、
89053元。

专业技术人员岗位年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为文
化、体育和娱乐业，年平均工资为 151473 元。社会
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岗位平均工资最低的行业
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年平均工资为
24740 元；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岗位年平均工资最
低的行业为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年平均工资为
38817元。③6

2019年河南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出炉

非私营单位员工
平均工资增加最多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 史晓琪）6月 30
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从今年起，我省地
方公费师范生培养计划全面启动。今年相
关招生计划也于同日发布。

我省地方公费师范生培养计划主要分
三类实施：第一类是“小教全科”地方公费
师范生，主要培养农村小学教学点师资，实
行全科培养；第二类是“特殊教育”地方公
费师范生，主要培养特殊教育师资；第三类
是首次启动实施的“农村学校”地方公费师
范生，主要培养农村学校紧缺学科和薄弱
学科师资，实行分学科培养。三类统称“河
南省地方公费师范生”，全部实行“定向招
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

招生计划方面，今年，全省计划定向招
收本科层次小学教育（全科教师）专业1900
人、专科层次小学教育（全科教师）专业
1000人，特殊教育专业安排本科计划 100
人，本科层次“农村学校”地方公费师范生
2000人。

招生院校方面，承担今年小学教育（全
科教师）专业本科层次定向招生任务的高
校为：信阳师范学院、洛阳师范学院、南阳
师范学院、周口师范学院、商丘师范学院、

安阳师范学院、郑州师范学院；承担 2020
年小学教育（全科教师）专业专科层次定向
招生任务的高校为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承担今年特殊教育专业本科层次定向
招生任务的高校为郑州师范学院。承担今
年“农村学校”地方公费师范生本科层次定
向招生任务的高校为河南大学、河南师范
大学、信阳师范学院、洛阳师范学院、南阳
师范学院。

报考条件方面，参加 2020 年高考报
名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含往届），须具有
本人所在设岗县（市、区）的户籍方可报
考；考生随全省普通高考报名、考试、填
报志愿，根据各设岗县（市、区）培养计
划，具有设岗县（市、区）户籍的普通高中
毕业生可报考户籍地的河南省地方公费
师范生。

相关政策方面，地方公费师范生需承
诺毕业后到农村学校、乡村教学点、特殊教
育学校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时间不少于6年；
在校期间，“农村学校”地方公费师范生免
除学费；“小教全科”和“特殊教育”地方公
费师范生免除学费、住宿费并给予一定生
活补助费。③5

我省地方公费生培养计划全面启动

三类师范生共招5000名高中毕业生
设岗地区数量
●“小教全科”公费生：101 个设岗县
（市、区）定向培养本科层次，77个设岗
县（市、区）定向培养专科层次
●“特殊教育”公费生：68个设岗县（市、
区）定向培养本科层次
●“农村学校”公费生：99个设岗县（市、
区）定向培养

相关政策
●被录取的“小教全科”公费生，入学后
不得转专业
●取得毕业资格后，按照所签订的定向
就业协议书到协议地就业，不再参加招
教考试
●在校学习期间和规定的服务期内原则
上不能报考脱产学习，但可报考在职学习

专业设置
●设有汉语言文学、数学与应用数学、英
语等13个专业，属于师范类③5
（本报记者 周晓荷 史晓琪 整理）

@郑州高考考生：

□鲍常勇

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形势和艰巨
繁重的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运筹帷幄，作出了“六稳”“六
保”重大决策部署，为我们在当前形势
下做好经济社会各项工作定下了基
调、指明了方向。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前提下，只有“稳”字托底，民政部门兜
住基本民生底线，才能在稳的基础上
积极进取，培育壮大新的经济增长极，
牢牢把握经济发展主动权，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
彩的绚丽篇章夯实基础。

一、围绕保基本民生，织密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政工作关
系民生、连着民心，是社会建设的兜底
性、基础性工作。为此，民政部门必须
履职尽责，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一是
精准实施兜底保障政策，确保“兜准
底”。聚焦贫困老年人、残疾人、儿童
等特殊群体，用足现有政策，确保符合
条件的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兜底保障范
围，切实做到“应保尽保”。对因突发
性危机事件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及时给予临时救助，
防止致贫返贫。推动落实社会救助和
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
有效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不因
物价上涨而降低。二是适度扩大低保
和临时救助的覆盖范围，确保“兜住
底”。将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中的
重残人员、重病患者，无法外出务工、
经营、就业，导致收入下降、基本生活
出现困难的城乡居民全部纳入低保范

围。坚持“凡困必帮、有难必救”，精准
认定救助对象，加强对生活困难未参
保失业人员的救助帮扶，适度扩大临
时救助范围，确保疫情下所有困难群
众都能得到有效救助。三是落实特
困、临时救助政策，确保“兜实底”。严
格落实特困供养服务机构服务保障、
安全管理等规定，不断提高集中供养
服务质量。加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日
常生活照料服务和探访，帮助特困人
员解决实际困难。加强特困人员供养
服务机构建设和设施改造，尽最大努
力收住有集中供养意愿的特困人员。
突出临时救助制度“应急”“过渡”功
能，对遭遇重大生活困难的，可采取

“一事一议”方式提高救助额度。优化
社会救助工作流程，全面落实临时救
助备用金制度，积极开展“先行救助”，
有条件的地区可委托社区（村）直接实
施临时救助。四是加强困难群众摸底
排查，确保“兜好底”。建立健全监测
预警机制，加强对未脱贫和易返贫致
贫人口的监测预警。县级民政部门要
加强与扶贫办数据比对，根据动态监
测情况，组织开展到户到人全覆盖、无
死角排查，定期研判解决突出问题，及
时将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纳入社会救
助范围。加快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
核对机制建设，提高兜底保障对象认
定的精准度。强化社会救助资金监管
和信息公开，不断提高工作透明度。

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建立健全主动发
现机制，畅通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发挥
好基层干部、村（居）委会“两委”干部、
社会救助协理员等作用，确保困难群
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

二、围绕保基层运转，加强
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是基层
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大厦才能
稳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
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
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在疫情防
控中，社区工作人员日夜坚守，成为抗
击疫情的坚实力量。民政部门承担着
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职责，必须牢固
树立大抓基层狠抓基础的鲜明导向，
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
代化。一是扎实做好基层政权建设和
社区治理工作。疫情常态化防控条件
下，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持续构建
社区联防联控、群防群控体系。要以
大力推进“一有七中心”规范化社区建
设为抓手，年内再建1000个规范化社
区，夯实城乡社区治理基础。注重完
善社区治理机制，突出党建引领，强化
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服务功能、统筹
协调功能。注重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
组织基础作用，促进基层群众自治与
网格化服务管理有效衔接。着力增强

社区居民参与能力、社区服务供给能
力、社区信息化应用能力，不断提升城
乡社区治理水平。二是积极引导社会
组织高质量发展。建立健全社会组织
综合监管体制，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
管，引导社会组织科学健康发展。加
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全覆盖，全面加
强和改善党对社会组织工作的领导。
严把社会组织“质量关”，扎实开展社
会组织第三方评估，发现和培养一批
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提升社会组织
服务能力和社会公信力。加强行业协
会商会管理，完成行业协会商会脱钩
改革各项任务，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
费行为，优化营商环境。三是持续激
发慈善社工志愿服务事业发展活力。
培育和发展慈善组织，创新慈善捐赠
载体和方式，支持发展互联网慈善。
加强慈善活动监管，认真开展慈善组
织（基金会）年检年报、慈善组织评估
和公益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工作，
实现“阳光慈善”“法治慈善”。加强社
区社会工作站建设，推动社区、社会组
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促进社会工
作和志愿服务工作“两工协作”发展。
积极培育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每个
县（市、区）标识为志愿服务组织的社
会组织数量要达 10个以上。持续推
广使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推动
注册志愿者人数持续增加，促进志愿
服务健康快速发展。

三、围绕保市场主体，推动
养老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应对我
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
关亿万百姓福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
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
和产业发展”。民政部门需要持续聚焦
社会关切，补齐养老服务短板，提升养
老服务品质，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
展。一是科学谋划，认真做好“十四五”
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编制工作。我省将

“十四五”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纳入
重点专项规划，民政部门将会同发改、
自然资源等部门，认真做好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养老服务设施控
制性规划和详细规划等编制工作，为

“十四五”养老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奠
定基础。二是强基固本，全面提升养老
服务设施和服务质量。加快补齐农村
养老服务设施短板，圆满完成我省敬老
院提升改造“三年行动”，实施好特困人
员供养服务设施改造提升工程，年底前
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市、区）建成县级特
困供养服务机构，护理型床位达30%以
上。推动全面完成敬老院法人登记，加
快完成留守老人数据录入，对生活不能
自理且有集中供养需求的特困人员实现

“应养尽养”。持续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

系，开发互助式养老服务，探索适合当地
实际的农村养老服务新模式。高标准完
成养老院服务质量专项行动和养老服务
机构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三是
提质增效，全面提升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品质。抓住老旧小区改造养老服务设施
建设新机遇，贯彻落实《关于财政支持城
镇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实施意
见》，加快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
面。在街道层面建设具备全托、日托、上
门服务、对下指导等功能的综合养老服
务机构，在社区层面建设嵌入式养老服
务机构或日间照料中心。引导养老机构
向社区和居家服务延伸，就近为社区老
人提供助餐、助浴等服务。今年，全省将
新建社区、街道养老服务设施不低于
1000个。推进实施“互联网+养老服务”
模式，提升养老服务的信息化、智能化
水平。四是多措并举，激发养老服务领
域内生发展动力。继续鼓励养老机构
与医疗机构通过医养协作、外包委托、
养内设医、医养一体等方式，加大医养
结合力度，提升疫情防控和医疗护理能
力。持续推进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
增加养老服务优质供给，盘活养老服
务资源，并对其进行适老化改造，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康养需求。支持
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
落实民办养老机构与公办机构同等的
建设补贴、运营补贴、税费减免等优惠
政策，使民间资本成为助推养老服务
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依法依规
严格监管，促进养老机构提升建设水
平和服务质量。大力支持养老服务与
健康、养生、旅游、康复辅具等行业融
合发展，激发市场活力，为扩大内需、
稳定就业、促进消费、拉动市场发挥积
极作用。

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服务全省“六稳”“六保”大局

制图/周鸿斌

领“爱心护考””贴贴
送考车辆不限行送考车辆不限行

7月 2日，许昌市举行 2020
年“爱心助考社会志愿服务活
动”启动仪式，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将在高考期间为考生提供送
考服务。⑨3 乔利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