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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临颍县瓦店镇沟王村村民正在为小麦喷洒农药。连日来，我市农民采取
有效措施，做好麦田管理。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年初以来，我市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
用、院校主阵地作用、社会培训机构补充
作用，依托市厅合作共建优势，大规模开
展培训评价，强力打造“人人持证、技能
河南”建设先行区。

强化顶层设计。成立由市长任组长
的漯河市“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出台《漯河市高质量推
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实施方
案》，将“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作
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纳入市政府目标

考核体系，列入市委、市政府“周交办
月讲评”事项。提升培训质效。出台
《关于支持企业全面开展技能人才评价工
作的若干实施意见》，发挥企业在“人人
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中的主体作
用。全市备案的企业职业技能等级评价
机构有236家。积极开展市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评选工作，为25家技能大师工作
室发放奖补资金222万元。统筹培训资
源。从失业保险金中足额提取729万元
用于“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截

至10月底，全市已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
训 12 万人次，完成省定目标任务的
171%；新增技能人员11.8万人，完成省
定目标任务的 236%；新增高技能人才
4.01 万 人 ， 完 成 省 定 目 标 任 务 的
222.7%。

在今年召开的 6 次全省人社系统
“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月讲评会和
推进会上，我市作4次经验介绍和2次典
型发言。8 月 10 日，省人社厅党组书
记、厅长张国伟莅漯对我市就业工作及

“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进行专
题调研，并作出肯定性批示：“漯河市稳
就业暨‘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
工作，领导重视程度高、方法举措实、
成效好。”10月23日，漯河技师学院学
生侯坤鹏和唐高远在世界技能大赛移动
机器人项目比赛中勇夺桂冠，为祖国赢
得了荣誉，为河南增添了光彩。这是我
市“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取
得的良好成效之一。

张 鹏

强力打造“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先行区

近段时间，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黑龙潭镇老应村种
植的 30 亩金丝皇
菊喜获丰收，预计
亩 均 收 益 5000
元。图为 11 月 18
日，村民正在采摘
金丝皇菊。

本 报 记 者
王嘉明 摄

■本报记者 杨 旭
通 讯 员 谷 远

两个“大白”正在消杀，空气中弥
漫着消毒液的味道。这是封闭管理期
间，市社会福利院每天早晨7点的场
景。因疫情防控需要实行封闭管理以
来，全院上下一条心，共挑一副重担，
200多名老人和孩子生活得怡然自得。

11月18日上午8点，孩子们在老
师的带领下，捡拾草丛中的落叶。

“看，这叶子的颜色多漂亮！”“我捡的
叶子像一把扇子。”……孩子们争先恐
后地展示着“战利品”。

上午 9点，读书声从二楼和三楼
的教室里传出。虽然我市有疫情，但
市社会福利院的教学工作一天没被耽
误。市社会福利院既组织开展语文、
数学、英语、体育、音乐、美术等课
程教学，又围绕疫情防控等开展专题
教育。

“我们在照顾好老人和孩子的同
时，也要照顾好职工。”市社会福利院
党支部书记张丽对记者说。

下午3点，加油声在操场上响起。
在职工趣味运动会上，大家享受运动的
乐趣。

下午 5点，院内响起音乐声。老
人、孩子和职工跟随旋律跳舞。

“明早7点开始采样，请各部门提
前做好准备。”这是市社会福利院微信
工作群发布的消息。各部门代班长根据
在院人员数量，提前完成分组工作。

晚上 9 点，洗漱完毕后，老人、
孩子逐渐进入梦乡，院子里只有夜间
巡查人员轻轻的脚步声。

虽然封闭管理给市社会福利院的
日常工作带来很多困难和挑战，但
全体干部职工凝心聚力 、攻坚克
难，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动人的
抗疫之歌。

共守一座院
同爱一个家

■本报记者 张玲玲
走进市救助站，文明之风扑面而

来：接待室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相关视频、门户网站宣传着
各种创建活动……这是市救助站开展文
明创建活动的缩影。

近年来，市救助站多措并举，提升
软硬件水平，深入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持续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走深
走实。

围绕创建目标和工作要求，市救助
站多次召开文明创建专题会议，部署
相关工作，并把文明创建工作纳入重
要工作，将业务工作和文明创建工作
同考核，为文明创建工作提供坚强保
障。

为提升干部职工素质，充分展现
团结和谐、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市救
助站强化办公环境整治和救助人员居住
区的升级改造，完善保洁、保卫制度，

积极创建无烟单位；开展工间操等文体
活动，举办职工运动会，丰富职工文体
生活；开展廉政警示教育，教育干部职
工牢树廉政理念、改进工作作风；开展
文明礼仪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爱岗敬
业教育等；组织学习《河南省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漯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开展文明宣传活动，让“说文明
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成为全体干
部职工的习惯；成立学雷锋志愿服务

队，完善志愿服务机制，持续组织开
展志愿服务进社区、文明交通劝导、
看望留守儿童等活动，弘扬“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
神，倡树文明新风。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市救助站积极
组织干部职工参与社区卡点值勤、信息
登记、环境消杀等志愿服务活动；采取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干部职工
养成戴口罩、勤洗手等良好习惯。

市救助站

深入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11月 16日清晨，舞阳县汽
车客运总站及配套服务中心项目
施工现场，工人们早早到来，有
序忙碌起来。

舞阳县汽车客运总站及配
套服务中心项目是该县第六期

“开工一批”重点项目，总投资
5亿元，于今年8月份正式开工
建设，工程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约 2.7 万平方米，
包括 1栋 3层站房、2栋 3层司
乘人员公寓及其他配套设施，
建成后，将极大改善舞阳县公
路客运市场的运营环境，进一
步缩短城乡距离，对推动区域
经济发展、加快城市建设步伐
起积极作用。

“我们抢抓施工黄金期，全

力加快施工进度。目前，项目
主体已完工，正在装修，预计
明年年底全面投入使用。建成
后，该项目可为百余人提供就
业岗位，待配套工程完工，将
成为舞阳县的新地标。”舞阳县
汽车客运总站及配套服务中心
项目负责人说。

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该
县专门成立了汽车客运总站及配
套服务中心项目建设指挥部，由
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任组长，
定期召开推进会，已解决施工难
题二十余个。在保证施工质量的
基础上，施工单位倒排工期、挂
图作战，加快建设进度，确保工
程早竣工、早投用。

赵明奇 陈帅鹏 王春燕

舞阳县汽车客运总站项目
主体完工

年初以来，市税务稽查系统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将服务贯穿
税务稽查执法全过程，实现刚性
执法与柔性服务的有机统一，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充分运用税收大数据强化对
企业发票信息、申报信息等涉税
信息的跟踪管理，“帮扶式”指导
存在疑点的企业开展税收自查，
告知企业税收自查流程，帮助企

业发现潜在风险。
对于通过自查未能排除风险的

企业启动立案检查，“说理式”执
法，摆事实、析税法、明道理，提
升纳税人对税法的认识水平。

在税务稽查执行过程中，与
企业加强沟通，通过“对话式”
提醒，做好法律法规宣传，引导
企业纳税人按时履行纳税义务。

谢颍广 张 艳

市税务稽查系统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近日，临颍县纪委监委召开
加强同级党委监督工作会，现场
发放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提示函，提醒与会“一把手”加
强对分管部门党员干部的教育、
管理和监督，持续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落实落细。

提示函附履职工作清单、完
成时限、重要内容，督促县级领
导干部落实“一岗双责”。为防止
提示函“一发了之”，该县纪委监

委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
式，对县级领导干部履职情况进
行监督。

“提示函提醒我当前工作存在
的问题，让我及时弄清分管领域
存在的廉政风险隐患。”收到提示
函后，一名县级干部立即安排对
分管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进行集体
约谈，督促落实落细党风廉政建
设各项工作。

崔瑞卿 郭红凯

临颍县纪委监委

加强同级党委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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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新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财 务 专 用 章 （ 编 号 ：
4111010069167）丢失，声明作
废。
●编号为D410065529，姓名为
朱晨阳，出生日期为2003年 6
月20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声明作废。
●漯河市郾城区求是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站丢失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机构资质证书副本（编号：

豫建检字第11004号，副本3、
副本4），声明作废。
●经营者郭晓娟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11100MA3XPPN38J） 丢
失，声明作废。
●漯河市源汇区川鼎菌汤火锅
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JY24111020043392）丢失，声
明作废。
●编号为H411371585，姓名为
杨阳，出生日期为2007年11月
15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本报讯（记者 张晨阳）为深入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近
期，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姬石镇立足
城乡统筹发展定位，探索“宜居、宜
业、宜游”发展新路径。

生态提升工程再建设。扎实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从

“厕所革命”、垃圾清理、污水治理
等方面入手，将环境整治与乡村振
兴紧密结合、自然生态与人文景观
相融合，建设美丽家园，持续加大
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先后铺设污水
管网 1000 余米，完成景观绿化、亮

化 14312 平方米，为打造美丽小镇
夯实了基础。

户厕摸排改造再发力。为提高户
厕改造质量，按照“逐户摸排、整村
收集、全镇汇总”的工作方法，对户
厕进行“地毯式”摸排，建立详细的
排查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时限，落实
整改措施，实行对账销号，做到摸排
发现问题全部整改到位。

镇区环境整治再加强。以开展
“六清”、治理“六乱”为抓手，以城
市管理办法管理镇区。制订环境卫生
综合整治常态长效机制，并与镇区沿

街商户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落
实“包保”责任。开展“飞线”集中
治理、污水治理及沿街门店治理、集
贸市场治理等行动，确保无户外乱
堆、无占道经营等现象，不断提升镇
区“颜值”和群众生活品质。成立环

境卫生秩序常态化管理志愿服务队，
实行值班巡查制度，真正做到“督在
日常、管在经常”。采取“宣、清、
修、管”工作法，全面谋划，科学整
治，全力营造整洁优美、和谐有序的
镇区环境。

姬石镇：立足生态宜居 打造美丽小镇

11 月 8日，河南曙光汇知康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工作人员将一面锦
旗送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技术检验
测试中心，对该中心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表示感谢。

河南曙光汇知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是我市重点企业。为确保企业正常生
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技术检验测试
中心在接到企业车间空气洁净度检验申请
后，立即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制订详细的检
验计划。

车间空气洁净度检验要静态检验。为
缩短企业停工时间，该中心专业技术人员
利用企业员工下班时间，工作至凌晨，全
力提供技术支撑，严格按照标准进行检
验，圆满完成任务。

孟 雨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技术检验测试中心

优质高效服务
助力企业发展

（上接01版） 2019年 12月，天
杰冷链通过我市高新技术企业
验收并挂牌。2020 年 9 月，天
杰冷链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称号。

在不断做强做大的同时，天
杰冷链还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创
造性地走出一条既适合自身发展
又为社会培养制造业人才的新路
子。2021年 5月 16日，漯河市

天杰制冷工程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正式成立。一年多来，依托天杰
冷链实训基地，学员在学习专业
理论知识的同时，积极开展实践
活动，取得了明显的学习成效。

“通过校企合作，我们培养了一
大批专业人才，既为产业发展和
安全生产保驾护航，又让更多人
一技在身、一证在手。”谈及校
企合作的成果，钱璐杰说。

天杰冷链：
实施人才战略 走在行业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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