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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6日发布消息称，四部

门近日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涉嫌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查处衔接工作

的通知》。这意味着欠薪犯罪将受到更

严厉的打击。

这一通知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公安部下发的。为了解决行为人逃匿

后相关证据无法获得的问题，通知规

定，由于行为人逃匿导致工资账册等证

据材料无法调取或用人单位在规定的

时间内未提供有关工资支付等相关证

据材料的，人社部门应及时对劳动者进

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同时应积

极收集可证明劳动用工、欠薪数额等事

实的相关证据，依据劳动者提供的工资

数额及其他有关证据认定事实。

1月5日，记者从省人才交

流中心获悉，从2015年1月1

日起，我省人事关系档案管理

费暂停收取。除了省人才交流

中心外，我省18市地的人才交

流机构，以及具有档案管理资

质的单位均暂停收取此项费

用。

据悉，从2008年起，我省

人事关系档案管理费为每人每

年60元。在我省各地人才交

流中心寄存档案时，除缴纳60

元档案管理费外，还需缴纳50

元人事代理综合服务费。此次

免除的只是档案管理费（包括

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

等），50元人事代理综合服务

费仍需正常缴纳。人事代理服

务包括：计算工龄、转正定级、

代办社保、收缴党费、接转组织

关系等。

帮忙记者 杨青

电话：13673366267

本报讯（通讯员朱超骈利辉记者杨青）

1月6日，记者从省农信社了解到，截至目前，

全省已有31家县级农信联社成功改制组建为

农商银行，1家县级农信联社已获准筹建农商

银行，郑州、洛阳、平顶山等城区农信联社整

合组建农商银行工作稳步有效推进，预计3年

内，全省所有县级联社均达到农商银行组建

标准。

据悉，省农信社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安

排部署，稳步推进改革发展，扎实开展了

“达标升级、组建农商银行、创建良好银行”

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取得重大突破和丰硕

成果。由合作制转化为股份制、将农信社

改制为农商银行，不仅是国务院关于深化

农信社改革的重要部署，也是我省年度经

济工作的一项重点举措，更是农信社建立

现代银行制度的必由之路。省委、省政府

适时将农信社改革发展纳入到全省经济工

作安排部署，标志着我省农信社迎来了新

的改革发展机遇期。

“把深入推进我省农信社改革发展，加

快农商银行改制组建步伐，列为全省经济工

作一项重要举措，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农

信社改革发展的关心和支持。”省联社理事

长、党委书记鲁轶说，“下步，全省农信社将

以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以创建良

好银行为目标，加快推进农商银行改制组建

工作。”

本报讯 （记者杨远高 通讯

员聂小品）“俺村的这个项目是

扶贫项目，修了四条街道，总长

度 2230 米，这几天就要竣工

啦！”1月6日，孟州市赵和镇西

庄村党支部书记刘中和高兴地

对记者说。

记者看到，筑路工人正在为

该村的最后一条街道进行紧张施

工。西庄村位于赵和镇最西部，

与济源交界，三面环岭，经济条

件、自然条件较差，几条街道多年

来得不到硬化，给村民出行造成

许多不便。

和西庄村一样，位于孟州市

西部岭区的槐树乡岩山村，通过

整村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实

施，该村3000多米的村内道路，

在2014年6月全部得到了硬化。

现在走进村内，干净整洁的水泥

路面给村民的出行带来极大方

便。

“俺们这岭区灰土大，下雨天

人都出不去，想卖点东西、出去干

活都不行。经过市里扶贫建的这

项目，路修好以后，老少爷们拍手

称快，都可高兴啦！”岩山村村民

马朝开心地说。

据了解，2014年以来，该市以

扶贫开发为载体，以实现农业生产

发展、农民生活条件改善为目标，

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2014年，该市共争取扶贫开发项

目9个，共投入省、市、县扶贫开发

资金340余万元。新修道路1.4万

多米，解决了6个村4000多名贫

困群众的行路难问题；在槐树乡毛

庄村，扶持100户农户种植优质油

用牡丹100亩；开展雨露计划培训

工作，共培训贫困农户150人。

1月 6日，记者从省人社

厅了解到，为切实帮助就业

困难人员，1月中旬至2月下

旬，我省将实施2015年就业

援助月专项活动。据介绍，

专项活动以“就业帮扶真情

相助”为主题，将符合认定条

件的就业困难人员，残疾登

记失业人员，最低生活保障

家庭中有劳动能力并处于失

业状态的人员，以及本地区

确定的困难家庭离校未就业

毕业生、因病因残致贫家庭

成员、失地人员等作为主要

援助对象。

据了解，专项活动期间，全

省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将对辖区内符合条件的援助

对象开展上门走访，摸清人员

底数和实际情况。各地在活动

期间将强化“以人为本”理念，

紧紧围绕援助对象的就业需

求，及时为援助对象上门开展

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活动，

实行一对一、面对面的就业帮

扶。

帮忙记者 杨青

电话：13673366267

1月6日，记者从省教育厅

获悉，河南省——教育部直属

师范大学2015届免费师范毕

业生双向选择就业专场供需见

面会（简称双选会）将于2月1

日在河南师范大学举办。

据了解，此次的招聘对象

为201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

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

学、西南大学6所教育部直属

的师范大学河南籍免费师范毕

业生（即2011级免费师范生），

以及根据国家有关要求、确有

特殊情况、经培养学校和生源

省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同意的外

省（市）籍2015届免费师范毕

业生。

此次双选会的时间为2月

1日上午9：00~下午5：30（中

午不休息），地点：河南师范大

学球类馆（具体地址：新乡市建

设东路46号河南师范大学西

校区；乘车路线：在新乡市内乘

坐21路、28路、31路、43路、49

路、52路、57路、k801路等公

交车可到）。毕业生需持学生

证、个人简历等有关材料参会。

帮忙记者 田明

电话：13526688980

本报讯 （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薛伟

强）“我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村党支部

书记，以竭尽全力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今年以来，我们争取‘一事一议’资金对

村河道两边进行治理，邀请市文化局

‘送戏下乡’巡演七场……”1月4日，灵

宝市苏村乡西村党支部书记来雪婷在

该乡村干部年度考核会上的一番话，让

在场的每一位村干部备受鼓舞。

如何让村干部真正扑下身子为

民？如何增强他们服务农村发展、带领

百姓致富的能力？实施村干部年度考

核制，是苏村乡检验村干部工作作风、

工作能力、工作实绩，充分调动农村党

员干部工作积极性的一项新举措。该

乡从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对村干

部进行考核，以考核年度工作目标和岗

位工作职责履行情况为主，重点考核工

作实绩。考核时采取集中述职与分散

测评的办法进行，分散测评走访各村党

员、村民代表等进行测评，现场察看村

干部年初“承诺”是否兑现，服务百姓措

施是否落实。为了增强村干部致富带

富能力，考核中还针对一些“两委”班子

战斗力不强、团结不力、群众基础薄弱

的村，帮助其进一步理清思路，找准发

展中存在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牛超 郭琳)

1月5日上午，平顶山市森林公安局联合叶

县、鲁山县、郏县森林公安局开展了打击破坏

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集中行动。无论是猎

杀野生动物，还是将野生动物作为“野味”写

入菜单进行招揽生意，都是不允许的。

5日上午，参加行动的民警兵分三路，

对平顶山市区及叶县、鲁山县、郏县三县的

农贸市场、花鸟市场及一些饭店进行集中

检查。上午 10时 30分，记者随其中一路

民警来到叶县保安镇，在一个家禽销售店

查获已死亡的6只野兔、3只野鸡。森林公

安民警随即对这些野兔、野鸡进行查收，同

时向店主何某下达了处罚通知书，责令其

限期接受处理。

11时许，在叶县辛店镇桐树庄村一度假

村内，森林公安民警又发现了6只冷冻着的

野兔。此外，该度假村的菜单上还有炖野猪

肉、炖野兔肉、炖野鸡等“野味”菜名。据民

警介绍，依据《野生动物保护法》，不管店内

有没有真正的野味，只要打着“野味”招牌招

揽顾客，也是违法的。民警当场向该度假村

出具了整改通知书，要求其撤换菜名听候处

理。

据了解，此次集中行动将持续两天，重点

对猎杀野生动物行为，餐饮、集贸市场、快递

物流、网购等交易领域售卖野生动物进行打

击。

汤阴县韩庄镇大光村养蜂场场长张帅，

今年24岁，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安全工程专业

毕业，2013年应聘到上海建工集团工作，月薪

近万元。2014年初，他辞职返乡，创办了大

学生养蜂人淘宝店铺，当上了集养蜂、加工、

销售、包装于一体的养蜂场场长。

90后大学生，愿意到处流浪去养蜂，这引

起了记者的极大兴趣。1月5日，记者专程前

往大光村养蜂场采访了张帅。

小伙子长得很精神，也很有思想，他侃侃

而谈，给记者讲述了他的故事、他的梦想。

张帅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父亲张海

国从十五六岁就开始养蜂，干这行快30年

了，张帅从小都是陪伴着蜜蜂和蜂蜜长大

的。大学毕业以后，他凭着深厚的专业功底

和优异的成绩，应聘到上海建工集团担任安

全员，刚上班就拿到了6000多元的月薪。

但张帅并不满足，他的内心一直有一种

趁着年轻自己闯荡一番的想法。2014年，经

过慎重考虑，他辞职返乡，帮助父亲打理蜂

场，开办淘宝网店，把卖蜂蜜的“甜蜜事业”做

下去。

他的淘宝店铺以销售自己生产的各种蜂

蜜为主，兼卖一些蜂蜜加工产品，目前已经渐

渐有了名气，差不多平均每月能卖五六百瓶

蜂蜜。

张帅说，养蜂人是很辛苦的，每年从1月

份到9月份的大半年时间里，基本上都是追逐

着各种花的花期在外面放蜂和采集蜂蜜。山

东、湖北、河北等地到处跑，哪里有花开，哪里

就有养蜂人的身影。

“这不，这两天我们正在抓紧时间整理蜂

箱，收拾东西，准备到湖北汉川去，那里的油

菜花再有半个月就开了，我们要到那里去放

蜂采蜜了。”张帅说道。

张帅告诉记者：“这一年多来，我收获了

不少，通过不断探索和学习，看到了一条属

于自己的道路。我家的蜂蜜是纯天然、无添

加剂的，不会被市场淘汰，卖蜂蜜很有前

景。希望明年的蜂蜜事业能够越做越好，进

一步扩大家里的蜂场规模，拥有一辆自己的

养蜂专用车，注册自己的商标，蜂蜜越卖越

多，让全国的消费者都能够品尝到我们家的

蜂蜜。”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路瑜

追逐花期去放蜂90后大学生
养蜂人张帅

1月5日，正阳县彭桥乡文化大舞台启动，乡村“辣妈舞蹈队”载歌载舞，兴奋不已。近年来，正阳县文化部门贯彻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把“送文化”切实转变为“种文化”，投入专项资金建设乡村文化大舞台，成熟一个建成一个，培育乡村文化队伍，活跃和丰富乡土文

化，让农民舞出精气神。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王珺摄

全省农信社所有县级联社

3年内将达农商银行组建标准
全省已有31家县级农信联社成功改制组建为农商银行

猎杀售卖“野味” 严打
平顶山市重拳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活动

灵宝市苏村乡

村干部考核“实打实”

正阳 乡村大舞台 舞出精气神

孟州

群众乐享扶贫开发成果

免费师范毕业生
就业双选会启动

我省将启动2015年
就业援助月活动

寄存人事档案不用缴费了

四部门发通知

欠薪犯罪将受更严厉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