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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一把手”
谈食品安全省建设

桥南村，位于临颍县
石 桥 乡 ，594 户 2345 人 。
从前集体经济底子薄，如
今村集体收入由 2017 年
的负数增加到 23万元，年
人均收入由不足 6000 元
翻了一番，2018年整村实
现脱贫摘帽。③5

乡村名片

用桥南村党支部书记王绍凡的

话讲，大家对邱书记，“那是待见得

很”。可脱贫摘帽后，无论是村民还是

邱建锋自己，琢磨最多的事儿，却是邱

书记走了以后该咋办：脱贫摘帽不是

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从

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须谋划长远。

扶贫要扶智，脱贫思路对了，比

给多少钱都管用。推进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就要用好脱贫经

验。对桥南村而言，“qiao”字的三种

写法，“桥”是乡愁也是优势，“侨”是

特色也是品牌，“巧”是手艺也是产

业。这是桥南人的致富之路，也是通

往小康生活的智慧之“桥”。③5

采访手记

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走向我们的走向我们的小康小康生活生活

□本报记者 孙静

保障食品安全，既是一项重大的
政治任务，也是重要的民生、民心工
程。在推进食品安全省建设中，安阳
市采取了哪些举措？根据不断变化的
监管形势，下一步有何好谋划？记者
采访了安阳市市长袁家健。

袁家健说，近年来，安阳市委、市政
府始终把食品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工作。通
过加强监管机构建设，开展集中整治，
全市食品安全形势稳中向好，守住了不
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底线。安阳
市连续两年被评为省食品安全优秀等
次，汤阴县、安阳县、林州市被评为省级
食品安全示范县，内黄县被评为国家农
产品质量安全县。总的来看，安阳市食
品安全形势稳定，但也存在不少弱项和
短板，如基层监管所建设发展不均衡、
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三小”治理
难点多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着力做
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

要推动“党政同责”落实做细。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
全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
见》，安阳研究出台了食品安全党政同
责管理规定，进一步强化党委政府对
食品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积极发挥
政府主导作用，依法履行政府职责，完
善各级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工作机
制。同时切实把食品安全省建设作为
党委政府“一把手”工程来做，成立了
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负责的创建工作
领导小组，制定下发实施方案和工作
台账，高起点谋篇布局，为食品安全省
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要不断夯实监管基础。做好食品
安全工作，基层基础薄弱是重点难点
问题。要加大人、财、物投入，尽快补
齐短板，夯实基层监管基础。目前，安
阳市已在各乡（镇、街道办）设立了食
品药品监管派出机构，村级设食品安
全协管员，形成了市、县、乡、村全覆盖
的监管网格。全市 109个食品监管基
层所的车辆、装备、人员、办公用房全
面达到上级要求，并在全市大型食品

超市建立了 40个食品快检室，基础设
施薄弱的问题明显缓解。

要始终坚持源头治理。围绕人民
群众关注、关切的重点品种、重点业
态、重点区域等，必须加大源头监管力
度。近年来，安阳市持续开展了“你点
我抽行动”、校园及其周边食品安全整
治“百日行动”、打击假冒伪劣食品“春
雷”行动、食品安全“清源行动”等，全
市共查处食品违法违规案件 3019起，
查处食品制假售假窝点 73个，抓获犯
罪嫌疑人 373 人，有力震慑了违法犯
罪活动。

要持续开展创新驱动。针对新形
势、新问题，必须采取新举措，形成制
度机制，强力推进食品安全工作创新
发展。尤其要注重运用新技术，加快
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智能装备在
监管执法领域的普及应用，实现监管
智慧化，提高监管水平和效能。近年
来，安阳市实施了智慧监管试点工程，
建立应用了“食品安全监管智能系
统”，实现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可视
化监管。同时在全市大中型餐饮单位
和学校食堂实施“6s管理”“互联网+
明厨亮灶”工程。在全市打造了 16条
食品安全示范街、16个示范学校食堂、
16个食品安全示范超市等，充分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

要探索共治共享新格局。积极搭
建政府部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互动平
台，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主动回应社会
关切，形成社会共治大格局，是做好食
品安全工作的重要举措。安阳市坚持
多部门联动，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通
过规范引导、培训教育等多种方式，督
促生产经营者履行主体责任。同时，
积极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
者、行业协会、新闻媒体以及广大消费
者、志愿者的作用，开展丰富多样的宣
传活动，形成了社会各界共同参与食
品安全工作的良好局面。

袁家健说，食品安全责任重大，安
阳市将持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深入
推进食品安全省建设，不断提高食品
安全监管水平，推动食品安全工作再
上新台阶。③4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实习生
袁冬琪）11月 1日，中国·河南招才引
智创新发展大会“2020 招才引智专
项行动”广州线上专场启动，吸引了
超过 3.2 万人上线关注，投递简历
3592份。

来自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的韩媛
告诉记者，因为疫情原因，今年的校
园招聘会少了很多，而“招才引智”广
州线上专场举办，等于把岗位集中送
到同学们的手机端，实现了疫情防控
与找工作两不误，同宿舍的小伙伴这
会儿都在通过手机端选岗位呢。

省人才办副主任、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一级巡视员杨韫介绍，此次
线上专场活动是今年省外招才引智
的第二场线上专场活动，为适应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新形势要求，充
分发挥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
大会网络平台功能，引入“AI智能人
才筛选”技术，增加网上签约功能。

据介绍，通过大会网络平台，用
人单位可以通过AI功能与人才展开
人机对话，并根据对话内容进行职业
能力测评，决定人才能否进入下一个
环节。

如果用人单位与人才“对上了
眼”，最后一环“签约”也可以通过大会
网络平台轻松解决。“平台新增的电子
签章功能，可以签订三方协议、劳动合
同。”大会组委会相关工作人员说。

本次活动共有 316 家用人单位
参会，涵盖了医疗卫生、高等教育、科
研院所和各类大型企业等单位，提供
各类岗位2477个。③4

本报讯（记者 李林）线下近40家
企业开放3034个岗位；线上招聘浏览
量达到 361万人次。11月 1日，首场

“郑才云招”人才招聘大集活动吸引了
大批线上、线下数字精英的关注。

“郑才云招”人才招聘大集是郑州
市大数据管理局带领数字郑州产业生
态联盟全力打造的“郑州数字经济人
才招育”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该联
盟与优势互联网招聘平台合作，免费
为联盟成员企业提供服务，汇总高端
人才需求，面向全国招才求贤。

该联盟成立以来，将人才工作作为
重中之重，建立了由人才大使、走进名
校、联席会议、郑才云招、校园人才联络
站、地校人才工作室、数字郑州技术认
证七大模块构成的人才招育体系。

为将人才工作推向深入，该联盟
全面汇总成员企业的人才需求，推出

首场“郑才云招”人才招聘大集活动，
并在会前一周和猎聘合作将岗位需
求在全国范围内公布，特别针对北
京、上海、杭州、郑州 4个城市进行了
重点推广，对高匹配度人员进行短信
邀约。

“人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
下一步我们将定期汇总成员企业人
才需求，继续举行招聘大集活动，努
力把‘郑才云招’打造成为郑州数字
经济的招才品牌。”该联盟理事长郝
亮说。③8

深入推进食品安全省建设
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水平
——安阳市市长袁家健谈食品安全省建设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屈晓妍 梁栋

对临颍县石桥乡桥南村人来说，
“qiɑo”字至少有三种写法。

一为“桥”。
明清时期，许州府南门户是一座

大石桥。桥面宽广为官道，旁设驿站，
往来交通，络绎不绝。周边店铺林立，
瓦舍勾栏，热热闹闹。

时过境迁，大石桥在抗日战争中
被毁掉大半，如今桥南村依桥而落，因
其得名。古道西风，老祖宗传下的区
位优势沉睡了，桥南村不复往日的熙
熙攘攘，2014年被确定为贫困村。

2017年，邱建锋作为河南省归国
华侨联合会派驻的第一书记来到桥南
村，于是这“qiɑo”字的第二种写法，
便是“侨”。

邱书记到村里工作的第一天，正
刮好大的风，走在坑洼不平的村道上，
路边杂草丛生、脏乱不堪，树叶、塑料
袋伴着尘土飞舞，直扑人脸。

但是，当记者 10月 25日来到桥
南村时，漫步“文化长廊”，只见300米
长的步道两旁草木扶疏、展板鲜亮，三
年前的凋敝破败，如今已很难想象。

利用省侨联的资源，邱建锋带着
怀抱建设家乡热望的侨胞社团走进桥
南村，捐建桥南礼堂、标准化卫生室、
室外电子屏等基础设施。

但他也知道，“脱贫攻坚是个系统
工程，不能光靠‘化缘’。”他说，“村里
想发展，必须有产业；村民想致富，必
须有品牌。”改“输血”为“造血”，才是
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长久之道。

2018年，邱建锋发动群众成立“侨
裕种植专业合作社”，在海外华侨的帮
扶下，这个中原腹地小村庄产出的杂
粮、粉条、辣椒已经远销英国市场。合
作社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推出特色
品牌“侨联桥”，各色杂粮身价倍增。

石桥乡“网红”于小青，农忙种地，

农闲直播，在抖音上颇具
人气。她在直播间里最
常推荐的，就是“侨联桥”的

“三十日养生杂粮粥”和红枣
枸杞黑芝麻粉。

“没想到我们种的粮食能卖到国
外去，真是提气！”于小青一脸憧憬，

“趁年轻多赚点钱，俺也要去英国转
转！”

以侨为桥，直播里“爆单”的柴米
油盐，就是村里年轻人的诗和远方。

“qiɑo”字的第三种写法，是“巧”。
“俺村的巧媳妇就是耐打听！”说

起桥南媳妇的针线功夫，村妇联主席
王会霞难掩骄傲神情。

其实她自己就是个巧媳妇，家里
包了几十亩地，她有空时还钻研档发
加工和缝被罩的手艺。巧手出了名，
就有企业跟她联系派活。王会霞创办
发制品家庭作坊，拉上村里的姐妹们
一起干，在企业面前，她俨然成了桥南
村的“经纪人”。

“邱书记干得再好，也不能指着人
家过一辈子。最靠得住的饭碗，还是
自己的一技之长。”王会霞这些巧媳妇
的好强，也给了邱建锋启发。

桥南村邻近107国道和京港澳高
速，离许昌市仅 10公里，距“花都”鄢
陵20公里。“靠着天然的交通优势，什
么广告打不响？什么产品卖不掉？”两
年前意识到这一点，邱建锋大为振奋，
立刻协调资金建成桥南村特色产品展
示中心，在 107国道旁的显眼位置进
行集中展示；把区位交通和床上用品
加工等传统优势相结合，“企业+经纪
人/家庭作坊+贫困户”的发展模式出
了名，企业订单纷至沓来，还有制衣公
司干脆直接落户。

桥南人的“巧”，唤醒了沉睡的优
势资源，沉寂一个世纪的大石桥，重新
变得热闹。“桥”“侨”“巧”，三个大字写
好，便是一个桥南村的“俏”。③5

“qiɑo”字的三种写法

“招才引智”广州线上活动启动

吸引3.2万人“到场”

首场“郑才云招”活动吸引众多目光

数字经济人才来豫踏浪前行
我省重点民生实事前三季度进展顺利

部分指标超额完成全年任务

线下近
40家企业
开放 3034 个
岗位

3034
个

11 月 1日，中牟
县官渡镇，郑州市龙
祥水产养殖公司工作
人员对水稻进行测
产。该公司采用“种
养一体化生态系统”
种植的47亩水稻、养
殖的 51 个池塘的鱼
喜获丰收。据了解，
该系统是将养鱼生
产的废弃物通过生
态处理用于种植生
产，形成种养循环一
体化。⑨3 张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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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图 10月 23日，乡村“网红”于小青正在利用网络直播推介“侨联
桥”产品。⑨3

大图 桥南村的石桥。⑨3 均为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梁栋 摄

招才引智“云”上揽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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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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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残疾儿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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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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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03%

5
机关事业单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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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三季度

制图/刘竞

本报讯（记者 栾姗）11 月 2日，记
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前三季
度，我省重点民生实事进展顺利，部分
指标超额完成全年任务。

今年省委、省政府承诺为民办理的
11件重点民生实事，涉及社保就业、卫
生保障、环境保护、交通能源和住房改
造等多个民生领域，着力解决关系群众
切身利益的问题，扎实做好“六稳”工
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前三季度，我省城镇新增就业84.95
万人，完成年度任务的 77.23%；老旧小
区改造 51.28 万户，完成年度任务的
102.56%；新生儿“两病”筛查 71.75 万
例、听力筛查70.05万例，筛查率分别为
97.71%、95.40%，分别高出年度目标任
务7.71个、5.4个百分点；机关事业单位
和企业退休人员调整增加的养老金全部
发放到位，共为503.21万名退休人员补

发养老金 50.55 亿元；夏粮总产量
750.75亿斤，比上年增产 1.67亿斤，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153名 0—6岁
残疾儿童接受了康复救助服务，康复
服务率为108.69%；PM2.5浓度为46.75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7.9%；1.55 万
个自然村通硬化路，占全年目标任务的
103%；3000 个配电台区已完工 2806
个，完成年度任务的 93.53%；43 个县
（市）人民医院和4个县（市）中医院通过
“二级甲等”医院评审，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的 85.45%；8000套农村教师周转宿
舍已完工或交付使用 4693 套，完工率
58.66%。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抓民生也是抓发展，各级各部
门要紧盯目标保质量，严格责任抓
落实，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重点民
生实事各项任务。③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