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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省直职业技能
鉴定单位资格被吊销

把青春奉献在接访一线

信 访信 访 之 窗之 窗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 信访局 联办

——记河南省信访局接访一处副处级调研员何成

许昌市

交通违法“随手拍”
举报最高奖1万

光山 家门口就业挣工资

□本报记者李躬亿通讯员杨长青 宋华礼

本报讯（记者杨青）7月19日，记者从省

人社厅了解到，根据《职业技能鉴定规定》要

求，对整改仍不合格的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职业技能鉴定所和洛阳铜加工集团有限公司

职业技能鉴定所两家省直职业技能鉴定单位

的职业技能鉴定许可证予以吊销。

据了解，为切实规范职业技能鉴定工作，

我省于今年3～4月对2016年12月31日前

批准成立的省直职业技能鉴定所（站）进行了

年检，并于5月中旬公布了年检结果。对年检

不合格的省直职业技能鉴定所（站），给予1个

月的整改期。目前，整改期满，仍达不到质量

管理要求的，由审批部门取消其鉴定资质。

本报讯（记者杨青）日前，郑州市职业介

绍中心发布郑州人力资源市场今年上半年职

业供求分析报告。与去年同期相比，工作岗

位数略有增加，求职人数有所减少。各行业

最缺乏一线工作人员和销售人员，第三产业

面临“招工难”。

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郑州人力资

源市场共举办招聘会71场，2564家招聘企业

提供各类招聘岗位158286个，办理求职登记

39607人。十大热门岗位分别是：体力工人、

推销展销人员、餐厅服务员和厨工、机动车驾

驶员、营业人员和收银员、其他工程技术人

员、行政业务人员、饭店服务人员、财会人员、

制版印刷人员。

从岗位需求统计数据上看，第一产业用

人需求占比为2.99%，第二产业用人需求占比

为 21.31%，第三产业用人需求占比为

75.70%，用人需求方面还是第三产业占主

体。虽然郑州市的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所占比重相当，但是第三产业的人员

流动性强、就业门槛低、用人需求比较大。加

上服务业用人单位大多数是中小企业、私营

企业，工作环境、薪资待遇等不够稳定，不容

易招到人或者招到人留不住人，导致“招工

难”问题比较突出。

“青春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有人喜

欢用他追求一种惊心动魄的生活，我愿意把

他献给一个崇高而又平凡的岗位——来访

接谈员。”河南省信访局接访一处何成说。

2003年，不满30岁的何成从部队转业

到省信访局，先后在5个业务处（室）工作

过，其间还上挂国家信访局来访司锻炼，下

派到原阳县驻村帮扶，多次派驻省委、省政

府门口信访值班。十年来，曾顶着烈日接

谈近千人的规模访，曾冒着大雨劝返深夜

还在省委滞留的老大娘，曾在中巡组巡视

期间两天两夜守在接待大厅值班，也曾在

北京奥运会时一个月足不出户吃住在工作

岗位。

何成认为作为一名接谈员，得摆正自身

位置，尽快理顺并化解来访群众的对立紧张

情绪；作为一名接谈员，要着眼于为民解难，

想方设法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作为一名接谈

员，要勇于担当，勇挑信访工作重担。

2016年6月，多名失独家庭代表来省

会上访，要求提高补偿标准，并解决日后的

养老等问题。因为他们反映的问题没有政

策支持，有人提议直接通知当地党委政府集

中接回。何成并不认同这种提议，他深入群

众中间，耐心向他们宣讲政策规定，并挨个

解答个别群众的个性问题。就这样，通过面

对面、手拉手、心换心的思想工作，先是说动

一个两个，再到三个四个，最终把来访群众

全部和谐劝返。

党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

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最终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作为信访干部，

落实这一要求，就要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当

成自己的家事去办，只有这样，才能够用尽

全力，，真正把事办好；对接待的每一批来

访，通过在登记、接谈、交办、回访等环节真

下功夫、下真功夫，争取把合理诉求解决在

首接首办环节，才能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

护群众合法权益，最终赢得人民的信任与

爱戴。如果群众的合理诉求不能很快得到

解决，就应该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直到解

决为止。信访干部只有做到吃苦不叫苦，

干事不挑事，担责不塞责，创新不守旧，才

能圆满完成各项看似难以完成的急、难、

险、重任务。

十年来，何成先后接待个人来访22500

余批 35200 余人，集体来访 8500 余批

56300余人，直接参与协调并妥善化解的来

访事项5700余批21500余人。何成先后被

评为“全省驻村工作先进个人”、“全国信访

系统先进工作者”、“河南省最美信访干部”

等。

何成说：“十余年的时光，我已把青春融

进我挚爱的接访一线；十余载的寒暑，信访

工作者的烙印已刻在我灵魂深处。脚下的

路还很长，我也只是刚刚起步。只要党和人

民需要，我愿意心系群众，情定信访，把自己

的一生，献给这平凡而又伟大的信访事业！”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唐

华伟刘强）为鼓励广大市民积极参与

道路交通管理工作，提升许昌市道路

交通秩序管理水平，巩固“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成果，许昌市从7月19日起，

开展交通违法“随手拍”有奖举报活

动，举报者最高可获奖金1万元。

据介绍，为使该项活动有序开

展，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对举

报交通违法的类型、奖励标准和“随

手拍”有奖举报须知专门作出了规

定。举报交通违法的类型共分三种：

一是行人、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

主要包括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行

人不走人行横道、翻越隔离护栏及非

机动车驶入机动车等三种交通违法

行为；二是机动车普通交通违法行

为，主要包括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

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闯单行线、逆向

行驶，违法转弯、掉头，机动车不在机

动车道内行驶，出租车随意停车、掉

头，驾驶人向车外抛撒物品，载物行

驶时遗撒、飘散载运物，遇前方机动

车停车排队或者缓慢行驶时，借道超

车或者占用对面车道、穿插排队等候

车辆等七种交通违法行为；三是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主要包括伪造、变造

或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故意

污损、遮挡机动车号牌或不按规定悬

挂机动车号牌，已达强制报废标准的

机动车上路行驶，酒后驾驶机动车，

客运车辆超员，交通肇事逃逸等六种

交通违法行为。

市民举报交通违法行为可以通

过“随手拍”的形式，将拍到的交通违

法信息通过微信发至以许昌市公安

局交通管理支队名称命名的微信公

众号或许昌网上警局微警务中的“有

奖举报”栏目。通过微信进行举报

时，市民需要提供至少两张能清晰反

映违法车辆号牌、外观及违法事实的

图片，同时，举报时间与违法行为发

生时间相隔不得超过72小时。

对市民的举报信息，交警部门查

证属实的，将视情况对举报人进行奖

励：对举报行人、非机动车交通违法

行为的，奖励2元；对举报机动车普

通交通违法行为的，奖励5～10元；

对举报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奖励少

则100元，最高可达1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李霞 赵春营

记者冯佳志）7月17日，记者刚走进

孟州市西虢镇莫沟村，就被美丽的

田园风光吸引了。据了解，自2015

年该市启动“老家莫沟”建设以来，

该村陆续引来了近40万名游客观

光游玩，“老家莫沟”的成功也吸引

了该村超过 70%的年轻人返乡创

业，茶馆、酒坊、农家餐馆等各类特

色店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个个

创业梦想在农村这片田野上生根发

芽。

29岁的苗建民，是土生土长的莫

沟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月

收入5000元。去年10月，他辞掉外

地的工作回到老家莫沟，筹集30多

万元建起了“苗家小院”农家乐，月收

入3万元左右。“以前都不想回家，觉

得农村落后没有发展空间，现在村里

搞起了生态观光农业，还成立了莫沟

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我在家门口

就能挣钱，何必再跑出去打工呢。”苗

建民高兴地说。

近年来，该市通过加快产业集聚

区建设、发展农村淘宝、鼓励扶持乡

村旅游等一系列积极的就业创业优

惠政策，创建了德众物流、孟香果蔬

两个市级创业孵化基地，返乡农民工

持就业创业证可享受政府补贴的实

用技能培训和免费创业培训，对缺乏

资金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给予担

保贷款支持。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出

台吸引了大量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

带动了一方经济发展，使许多贫困户

脱贫致富。

2016年，该市累计争取上级就

业专项资金877万元，享受政府补贴

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2600余人160

余万元，发放创业担保贷款9803万

元，推荐河南省大众创业扶持项目13

个。2016年，该市返乡农民工创业

超过1500人，开办企业86家，带动

就业近1.2万人，实现了经济社会平

稳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金少庚左力记

者曹国宏）近日，广州的稻田上空，无

数印着“唐河制造”的银通植保无人

机正在进行飞防作业。“瞧那无人机，

一亩地的水稻一会儿就完事了，农药

不仅喷得均匀，而且还不会发生中毒

现象，真厉害。”在地头儿观看无人机

作业的村民激动地对旁边看热闹的

人说。

“人工喷洒农药，每人每天最多

完成10亩地，而且人工很贵，还容易

因为操作不当等原因引发中毒。使

用无人机喷洒，一天就能完成2.5万

亩水田的螟虫防治工作，一亩地仅需

20元。”银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戴凤舞告诉记者，自从他们南下做

水稻和莲藕飞防作业以来，凭借优质

作业服务和过硬的技术，“唐河制造”

无人植保机取得不错反响，受到当地

政府和农户的追捧。

“唐河制造”是唐河加快全程机

械化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的成果之

一。为加快推进全县农业机械化和

农机产业发展，打造农机制造产业高

地，县委、县政府经过反复论证，决定

在产业集聚区内规划确立了面积为3

平方公里的农机制造产业园，计划打

造出中国中部最大的百亿农机装备

基地，为推动农机产业发展，“唐河制

造”的诞生搭建了平台。

这一平台不但催生了唐河农机

企业加速成长，也吸引了众多知名

农机巨头前来抢滩，包括亚澳农机、

向阳红农机、大华农机等11个投资

逾20亿元的农业机械制造项目已扎

根唐河。这些项目的建成投产填补

了南阳农业大市无大型农机制造的

空白，对提升整个唐河的农机装备

水平，推进和加快唐河及周边地区

农业现代化步伐起到了巨大的作

用。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

新常态。在新常态下，‘唐河制造’必

将实现唐河制造向唐河创造、唐河速

度向唐河质量、唐河产品向唐河品牌

三大转变，逐渐形成领跑全国的核心

竞争优势。”唐河县委书记李德成告

诉记者。

加强民族宗教政策宣传

今年以来，新野县委统战部、

县民宗局结合民族宗教工作实际，

以“法律三进”活动为载体，多形式

广泛宣传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取得

良好成效。 （张荣莲 王琳琳）

三项措施探索村级监管新

模式

获嘉县位庄乡采取三项措施

探索村级微权力监管新模式：一是

精确“三资”统计，并张榜公示。二

是严格财务审批，审核通过后方能

支付。三是报账时必须凭上月公

开内容、公示照片方可办理财务手

续。 （张银平李彦）

开元路办事处召开专项监督

工作会议

近日，洛阳市洛龙区开元路办

事处召开了“懒政怠政为官不为”

专项整治工作动员部署大会。会

上党工委书记李智强就专题会议

提出三点要求：一是高度重视。二

是抓好落实。三是强化监督。

（张品）

“感谢你们帮我们排除安全隐患，有

你们的跟踪服务，度夏用电我们很放

心！”7月10日，正阳县球铁铸造厂生产

负责人对县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温国兴

感谢道。

随着夏季用电高峰的到来，正阳县

供电公司积极组织开展企业客户大走访

活动，了解客户生产经营状况和用电需

求，针对大客户生产用电多样化的需求

制订用电方案，在生产高峰，帮助客户制

订节能用电方案，切实为企业生产解决

用电难题。在走访过程中，向广大客户

发放走访问卷调查表，对用户提出的问

题进行了现场解答，悉心指导企业如何

进行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帮助企业量身

定制迎峰度夏供电方案，减少企业电费

成本，提高客户经济效益。配合客户对

相关用电设备隐患进行安全检查，积极

帮助客户制订应急管理预案，提高用电

客户的安全用电意识和防范能力，营造

了和谐的用电环境。

（田文生）

第三产业面临“招工难”

郑州职介中心发布职业供求
分析报告

正阳县供电公司：
用心服务大客户度夏用电

孟州市

返乡创业带动一方经济发展

“唐河制造”无人植保机
广州显身手

7月17日，在位于光山县产业集聚区的寒羽尚服饰公司，工人在赶做羽绒服。该企业总投资1.2亿元，年销售120多万件高

档羽绒服，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经营模式，安置615名留守妇女和贫困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并帮助312户贫困户脱贫致

富。 通讯员潘信海谢万柏本报记者尹小剑摄

竞彩最强友谊赛登陆
7月中旬，国际足球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比赛——国际

冠军杯（ICC）将登陆美国、中国、新加坡三个国家，来自五大联

赛的15支顶级豪门球队将参加这项赛事。本周末，竞彩足球游

戏将开售4场国际冠军杯比赛。

2017年国际冠军杯赛设美国、中国、新加坡三站，美国站参

赛球队包括巴黎圣日耳曼、尤文图斯、罗马、巴塞罗那、皇家马德

里、曼联、曼城、托特纳姆热刺8支，7月19日~30日期间进行12

场比赛，球队规格和比赛数量明显高于其他两站。中国站参赛

球队包括拜仁慕尼黑、多特蒙德、AC米兰、国际米兰、阿森纳、

里昂6支，7月18日~24日期间进行4场比赛，分别在广州、上

海、深圳、南京进行，阿森纳还将于7月24日与切尔西在北京打

一场友谊赛。新加坡站参赛球队包括切尔西、拜仁慕尼黑、国际

米兰3支，7月25日~29日期间进行3场比赛。

拜仁慕尼黑与AC米兰的比赛将于7月22日17:35在深圳

龙岗体育场进行，双方均对此次亚洲之行非常重视。拜仁带来

了莱万多夫斯基、托马斯-穆勒等明星球员，刚刚加盟的哈梅

斯-罗德里格斯也来到中国；米兰方面，今夏花费2亿欧元豪购

的球员全部来到中国，博努奇、比格利亚刚刚完成签约仪式即奔

赴机场。拜仁首场比赛1∶1与阿森纳战平，双方身体都没有达

到最佳状态，加上上海炎热的天气，比赛节奏非常缓慢；AC米

兰中国之行首场比赛以1∶3完败于多特蒙德，本场可能继续派

出5~6名新加盟球员首发，现在的米兰不论个人能力还是整体

性都远不如拜仁。当然，拜仁的主教练安切洛蒂毕竟是米兰故

人，应该不会像多特蒙德那样痛下杀手。

尤文图斯和巴塞罗那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23日06:

00在美国新泽西市进行，这是双方北美之行的首场亮相。尤文

图斯后防主力博努奇、阿尔维斯转会，拜仁边锋道格拉斯-科斯

塔租借加盟，主帅阿莱格里与球队续约至2020年。巴塞罗那方

面的主要变化是巴尔韦德取代恩里克出任球队教练，这也是目

前巴萨能从西班牙找到的最靠谱的教练，梅西、内马尔等主力已

经归队训练，引援方面没有太多动作。双方集训开始时间都比

较晚，尤其是巴萨还更换了教练，球员与教练磨合还需要时间。

皇家马德里与曼联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07月24日05:00

在美国加州圣克拉拉市进行。皇马头号球星C罗打了联合会

杯，计划休假到7月底；贝尔、本泽马、托尼-克洛斯、马塞洛、卡

瓦哈尔等主力球员已经开始集训，莫拉塔和哈梅斯-罗德里格

斯离队，其余阵容变动不大。曼联今夏在转会市场出手干脆利

落，签下卢卡库、林德洛夫两名重量级球员，集训启动时间更早，

此前已经与洛杉矶银河、皇家盐湖城两支美职球队打了两场热

身赛，卢卡库已经初步融入球队，球员状态应比刚结束假期的皇

马更出色。

7月19日，体彩大乐透第17083期开出1注千万头奖，由北

京一位幸运儿中得。当期开奖过后，体彩大乐透奖池升至

39.42亿元。

当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出奖号“02、05、14、22、34”，后区

开出奖号“03、09”。前区奖号分布较为均匀，最小号码“02”，最

大号码为“34”。大小比3∶2，奇偶比1∶4。开出两组同尾号，分

别为“02、22”和“14、34”。“05”复制上期，“34”为间隔一期再度

开出的号码。后区开出“03、09”一组奇数组合，其中“09”重复

上期奖号。

当期全国中出一等奖1注，基本投注奖金为1000万元。数

据显示，这注头奖出自北京大兴，中奖票为一张前区3胆32拖+

后区2的胆拖票，投入992元，共中出一等奖1注、三等奖60注，

四等奖435注，单票擒奖1043万元。稍显遗憾的是，由于未采

用追加投注，该幸运儿少拿了600万元追加奖金，因而无缘

1600万元单个封顶大奖。

当期二等奖开出67注，每注奖金为13.59万元，其中25注

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8.15万元。三等奖开出641注，

每注奖金为5731元，其中192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3438元。

当期开奖过后，大乐透奖池升至39.42亿元。本周六晚，体

彩大乐透将迎来第17084期开奖，广大朋友投注时莫忘记追加

哦。 （陈星）

千万头奖花落京城
大乐透奖池升至39.4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