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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敏）今年 36 岁
的陈建辉万万没想到，因原单位破产
而失业后，靠着享受失业保险支持创
业就业的优惠政策，创办起自己的公
司，开创出人生一片新天地。

“漯河市人社部门使用失业保险
基金向我支付了 5000元的一次性创
业补贴，并一次性发放了剩余期限的
失业保险金 24000多元，为我在创业
前期解了燃眉之急。”9月 18日，陈建
辉告诉记者。

这是我省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功
能，帮扶困难人员脱贫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各级人社部门充分发挥失业

保险保障生活、预防失业、促进就业
的功能作用，积极使用失业保险基金
对困难群体进行支持和帮扶。该厅
还出台了《关于使用失业保险基金全
力助推脱贫攻坚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提出在助企扶贫、创业
扶贫、培训扶贫和就业扶贫等方面使
用失业保险基金，帮助贫困劳动力提
升职业技能，尽快实现就业、再就业
或自主创业。这是全国失业保险系
统在扶贫方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性文
件。

发放稳岗补贴，稳定就业岗位，
提升稳岗企业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

的能力。《通知》提出，要进一步加大
使用失业保险基金支持企业稳定岗
位补贴政策执行力度，加大对贫困县
市的支持，通过支付用于职工生活补
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及技能提
升培训等相关支出，减轻企业负担，
帮助企业稳定就业岗位，助力企业发
展。

补充担保基金，支付创业补助，
提升失业人员自主创业就业的能
力。《通知》明确，各地可适当增加借
用失业保险基金数额，作为创业贷款
担保基金，优先用于贫困地区人口创
业；对实现创业的贫困家庭在领失业

金人员，优先受理其 5000 元一次性
创业补助申请，同时也可申请一次性
领取其剩余期限的失业保险金。

开展职业培训，发放技能提升补
贴，激发失业人员实现就业创业的内
生动力。《通知》要求，对贫困家庭在
领失业金人员，要加强职业技能和创
业培训，逐人制定就业援助措施，开
展精准帮扶；对参加失业保险 3年以
上、2017年 1月 1日起取得职业资格
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贫困家
庭职工，在申领职工技能提升补贴
时，拨付比例在不超过最高限额的情
况下比同档次人员提高30%。②8

□本报记者 陈小平

在手机上输入一串字符，共享单
车的密码锁就被“攻破”；电脑上轻敲
几下，就能控制“带病”手机的摄像
头、通讯录……9月 19日，在河南信
息广场举行的河南省网络安全展览
会上,安全技术员的现场演示让记者
感叹不已。

在网站安全大数据监测云平台
展区，大屏幕上显示的是山鹰网平台
对我省 410多个政府在监网站的实
时情况。一旦被监测网站遇到某种
风险，平台就会第一时间发出报警，
并以微信、短信、邮件等多种方式通
知相关负责人。

在智慧生活安全展区，一款市
场上常见的智能门锁吸引了大家

的注意。指纹、密码、不锈钢高强
锁舌……这款看似安全无比的门
锁，在技术员的操作下，密码立刻
被破解，任人随意开关。

“网络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
时，也为我们带来许多安全威胁。”技
术员一边说，一边为大家继续演示。
通过技术手段，技术员截取了附近基
站收发的几十条2G短信。“比如我们
经常用到的快递柜，就是通过短信发
验证码的形式取快递，如果短信被截
取，快递就会被随意拿走。”

此次网络安全展览以“网络安全
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吸引
了17家国内知名网络安全企业参展。
让大家看到网络带来的安全威胁的同
时，也集中展示了我国在网络安全方面
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成果。③6

网络安全威胁多 科技卫士来防御

河南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我省鼓励使用失业金助力脱贫

贫困群体可领5000元创业金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9月 19日
晚，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文联电
影艺术中心、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
郑州市文联、郑州市文广新局主办，
省影协、郑州市影协等单位承办的金
鸡百花电影节获奖影片 2017“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电影交流展在河南艺
术中心拉开帷幕。

开幕式上，在“一带一路”的历史
巨幕上，以电影文化为载体，投射出
相聚相融、共赢发展的和谐画卷。同
时，围绕“中原文化元素”“国际文化
元素”以及“电影给城市带来的无限
可能”展开创意，综合运用电影光影、
声乐、色彩等艺术元素，为中外电影

工作者、艺术家以及观众呈现了一场
世界各民族文化交融的视听盛宴，表
达了各国人民携手共进的美好诉
求。随后，彰显中原文化特色的歌舞
《少林少林》《花木兰》，致敬译制片的
《经典电影配音》，以及男声四重唱
《喀秋莎》等节目，将现场气氛一次次
推向高潮。

据悉，本次交流展的影片来自俄
罗斯、伊朗、墨西哥、波兰等多个国
家，均是第 26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
节新鲜出炉的参展影片。从 9月 20
日开始，公益展映影片将陆续在郑州
万达影城（中原万达店）与郑州市民
见面。③6

本报讯（记者 栾姗）9月18日，省
发改委、省财政厅、省工信委、省水利
厅等部门联合印发了《河南省能效和
水效“领跑者”制度实施方案》，我省
将在终端产品生产企业、重点行业和
公共机构等领域实施能效和水效“领
跑者”制度，每年发布一次“领跑者”
名单。

能效和水效“领跑者”制度是国家
确定实施的一项重要节能节水政策，

对增强全社会节约能源资源具有重要
意义。该制度的实施范围包括：家用
产品、工业设备、办公设备等终端产品
生产企业；火电机组、水泥等重点行
业；机关单位、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

按照规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要
优先选用能效和水效“领跑者”产品、
设备；优先支持“领跑者”企业实施的
绿色制造、节能改造项目，优先向国家
推荐申请中央财政资金项目。③4

2017“一带一路”国际电影交流展在郑开幕

多部金鸡百花电影节
获奖影片参展

全省实施能效和水效
“领跑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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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来，太康县纪委“三着力”加强队伍建设，
锤炼执纪铁军。一是着力整顿尸位素餐、为官不为
的问题。坚决查处求稳怕乱、拈轻怕重、不思进取，
只求不出事宁可不干事的现象；坚决查处明哲保
身、做老好人，不敢触及矛盾，不敢较真碰硬的现
象；查处工作缺乏主动、应付差事，当一天和尚撞一
天钟的现象。二是着力整顿滥用职权、吃拿卡要的
问题。坚决查处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人为设置障
碍，超越办理时限，致使问题久拖不决、工作严重滞

后的现象；坚决查处滥用职权，变着花样“吃拿卡
要”，不给好处不办事，得了好处乱办事的现象。三
是着力整顿作风散漫、纪律松懈的问题。坚决查处
工作纪律松散，上班自由散漫，我行我素，失职渎
职，跑风漏气，打探消息，以案谋私、执纪违纪的现
象；坚决查处目无法纪，个人至上，作风霸道，打着
纪检监察机关的旗号搞特权，耍威风，吹牛摆谱、违
规办事的现象。

（张新鸿 王理华）

今年来，新乡原阳县检察院坚持“以人为本”的治检理念，“四
管齐下”狠抓检察队伍建设，为争创活动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
人才支撑。一是“练虚促实”提升领导素能。从领导能力源头抓
起，强化领导班子与检察工作改革同步创新意识、与“十三五”建设
配套发展意识、与先进检察集体比照争先意识、与业务建设实际紧
密结合意识等四种意识，用思想建设的“软件”提升班子领导的“硬
功”。二是“借力塑材”提升创新效能。该院深入开展“走出去、请
起来”活动，通过聘请专家导训、组织调研助训、在职求学代训等方
式与外部的丰富社会资源对接扩容，集智集力提升争创效果。三
是“多法挖潜”提升工作质能。坚持把岗位练兵作为提升干警能力
的主要途径，充分利用内部资源，改革练兵方法，通过针对特点调
岗、一专多能轮训、以强带弱促训等方式，不断提升练兵效果。四
是“建章定制”提升争先动能。努力创新完善人才队伍建设的长效
机制，用机制凝心聚力。同时，为落实各项争创工作的执行力，推
动工作开展，专门配套争创实施计划制定“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奖惩激励”三种机制，用机制保障人才队伍长期稳定成长，为争创
活动不断深入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夏兴宇 徐星）

原阳县检察院狠抓队伍建设

太康县纪委加强执纪铁军锤炼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顺利召开，近日，平顶山郏
县王集乡纪委以“讲忠诚、守纪律、做标杆”活动为
契机，严格目标，在化解村级矛盾纠纷的基础上，对
30个行政村逐一排查信访苗头，及时化解积案，确
保社会大局稳定。王集乡纪委工作人员与信访办
配合，对各行政村的信访苗头逐村逐人认真排查，
排查涉及征地拆迁、三务公开、村干部作风、村级资
金使用、农村低保、精准扶贫等领域，分村分类建立

信访台账，针对反映的问题实行领导包案，明确分
工责任到人，能及时处理的信访问题限期办结。问
题复杂的，动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明确时间节
点，及时化解处理，不留后患。针对排查到的信访
苗头，王集乡纪委认真调查，做好政策解释和群众
思想工作，努力做到让群众满意，还干部以清白，增
强村两委干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确保村级工作扎
实有序地开展。 （张晓利）

郏县王集乡化解村级矛盾纠纷

近年来，唐河县检察院不断提升档案管理信息化水平，充
分发挥档案信息化服务检察工作大局的规范便捷作用，为该
院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一是坚持载体创新，
建设高标准档案信息化运行平台。该院投入50余万元对检
察内网服务器和线路进行改造升级，优化检察机关档案信息
化管理系统，保证全部内网电脑共享数字化档案资源。在“全
国科技强检示范院”评选中，该院的档案信息化平台建设工作
成为特色亮点，受到高检院评审组的充分肯定。二是坚持管
理创新，建设高素质档案管理队伍。该院党组将办公室专职
档案员、技术科信息工程师、各部门内勤作为档案骨干管理
员，采取网络培训、面对面培训等方式对其进行检察机关档案
信息化系统方面的培训，提高全体干警档案信息化应用能
力。在电子化归档、信息化应用过程中，建立检察档案人才库
和后备人才库，加强规范化管理，督促每项制度、各个流程落
实到位。三是坚持制度创新，建设档案信息化制度。抓好档
案信息化日常管理工作，出台电子文档归档管理制度、数字档
案查询利用制度等，强化各类电子文档收集、管理、查询利用
等工作，实现了档案信息化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从制度和
流程上保证档案信息化工作安全有序进行。 （牛凌云 王萌）

唐河县检察院提升档案管理信息化水平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八人进入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全班七成学生
被“985”高校录取……这是郑州外国
语学校 2017 届 15班在班主任王俊
带领下交出的成绩单，而王俊的另一
个身份，是中科院材料物理与化学专
业博士毕业生。9月19日，记者了解
到，伴随着我省师资队伍建设的逐步
完善，越来越多的名校高学历人才走
进中小学课堂，成为教学中坚力量。

1984年出生的王俊高中被保送
至南开大学，硕士、博士就读于中科
院，2013年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
郑州外国语学校，负责物理竞赛教学
并担任实验班班主任。

9月15日，王俊博士工作室正式

挂牌成立。“在王俊的带领下，学校的
教学工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学校
为他成立工作室，是想他在青年教师
高端培养、优秀学生培养等方面多做
一些工作。”该校校长王中立介绍。

学霸教学霸的情形，在我省各地
中小学越来越常见。“2014年至今，我
们招聘的教师具有研究生学历的达
80%，其中既有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
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学
校的毕业生，也不乏北京大学、浙江
大学等知名综合类大学毕业生。”河
南省实验中学教务处主任万天银说。

中科院博士、北大硕士当中学老
师，是我省加强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建
设的缩影。近些年，我省深入实施科

教兴豫和人才强省战略，抓住教师队
伍建设这个“牛鼻子”，加强全省各类
教师继续教育工作，建立教师学习培
训制度，通过实施中原名师培育工程
等，完善培养造就高端教育人才机
制，构建教师梯队建设体系。

数字说明一切：2012年，我省普
通高中专任教师10.73万人，具有研
究生学历所占比例 5.88%，至 2016
年，我省 13.54万普通高中专任老师
中，具有研究生学历所占比例达
8.06%。普通初中专任教师具有本
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从 2012年的
59.96%上升至74.49%。教师学历结
构总体上不断改善，为教育事业发展
提供了有力保障。②40

中科院博士当中学班主任

学霸教学霸 越来越常见

9月19日，南阳市实验幼儿园开展舞龙、划龙舟、赶蜗牛犁地等活动，让孩子们在游戏中感
受传统文化的魅力。⑨6 陈辉 摄传统游戏 寓教于乐

本报讯（记者 陈慧）每年 7~9 月
正值我省雨季，是开展雨季造林的好
时节。记者 9 月 14 日从省林业厅获
悉，2017 年我省雨季造林任务已顺利
完成，共增绿17.13万亩。

据介绍，我省北部太行山区属干
旱、半干旱地区，受立地条件、环境条
件、水资源等限制，冬春造林季难以
完成造林任务，利用雨季进行造林和
补植补造是延长造林期限、扩大造林
面积的重要措施。7 月份以来，我省
抓住降雨量明显增多的有利时机，抢
时抢墒，优选良种壮苗，迅速掀起了
雨季造林高潮。目前，全省完成造林
283.01 万亩，其中雨季造林 17.13 万
亩，主要集中在安阳、鹤壁、新乡、焦作
4市。③3

今年雨季
我省添绿17万亩

9月 19日,2017年河南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在河南信息广场举行，
其间,河南省网络安全高峰论坛、河南省网络安全展览会和校园日等主题活
动将举办。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