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曹蕊 通
讯员 王勇）10月 19日，记者
从市人社局获悉，我市 2017
年学术技术带头人评选推荐
已经启动， 入选者每人可获
一次性奖励 2000元。

本次公开选拔学术技
术带头人的范围为我市科
研、生产、教育、医疗、体育、
新闻出版等领域，以及其他
企事业单位从事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技术革新、发明
创造并已作出突出贡献的
专家、学者、技术人员。经民

主推荐、 同行专家推荐、组
织考核后，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将组织专家对各
单位推荐的人选进行评审。

按照规定，申报我市学
术技术带头人的专业技术
人员，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包
括：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
职务，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
学术技术水平应分别处于
省内或市内领先地位，能够
引领原创性重大理论与实
践问题的研究及关键领域
攻关；应有承担或参与重大

科研任务或重大工程项目
的经历，具有良好的沟通协
调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能
有效组织并领导创新团队
攻克学术技术难关；近 3年
连续参加专业技术人员继
续教育培训。 除此之外，申
报者需在专业技术岗位上
工作，近 5年来取得的专业
技术业绩、 成果和贡献突
出，并得到本地区、本系统
同行专家的认可。

各单位符合条件人员
的推荐材料须于 10 月 30

日至 10 月 31 日报送至市
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科，如超出此时间段报送，
将不再受理， 视为自动放
弃推荐资格。 本通知可在
南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网站“业务直通车———
专业技术人才” 栏目中点
击查询， 所附各类表格均
可下载。

新选拔出的每位学术
技术带头人将获得一次性
奖励 2000 元，由市政府颁
发荣誉证书。

近年来，我市白河国
家城市湿地公园生态环
境越来越好，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白鹭在此栖息。图
为 10 月 18 日，正在白河
国家城市湿地公园觅食
的白鹭

通讯员 许学智 摄

我市选拔学术技术带头人

入选者 奖励2000元

美丽家园

本报讯（记者 金都 通讯员 赵兰奇 刘鲜芝
金新科）10月 19日，社旗县“前进曲剧团”在唐
庄乡吉湾村表演曲剧《十九大带来新变化》，赢
得了观众阵阵掌声。

今年 73 岁的社旗县唐庄乡前庄村农民刘
天聚，于 3 年前召集包括方城、唐河等周边县
区在内的 26 名戏剧爱好者， 创办“前进曲剧
团”，自编自演反腐倡廉、预防职务犯罪、孝老
敬亲等多部现代剧目，在附近村庄义务巡回演
出。 该剧团先后演出 700 多场，受教育群众达
10万余人。

社旗业余剧团

免费巡演

环保部门公开招聘社会监督员

想当“环保卫士” 快报名
本报讯（记者 陈书洁）

10月 19日， 市环境污染防
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
宣布，为进一步完善大气污
染防治督查、 排查手段，切
实推进“三治标三治本”措
施落实，持续改善秋冬季大
气环境质量，决定在中心城

区公开招聘 80名社会监督
员，负责辖区环境污染问题
现场监督、排查上报。

本次计划公开招聘社
会监督员 80 名，其中卧龙
区、宛城区、高新区、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各 20 名，每
人每月薪酬由市环境攻坚

办统一负责， 具体金额待
定。 应聘者需满足以下条
件：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
良好的品行；年龄在 50 周
岁以下（性别不限）、身体
健康； 下岗失业人员持有
《再就业优惠证》者优先录
用；熟悉辖区环境，热爱环

境保护事业； 能熟练使用
智能手机的拍照、摄像、录
音、微信等功能，掌握基本
的语言表达能力。

本次招聘采取现场报
名方式进行，由 4区环保局
负责筛选上报。 报名时间为
10月 23日至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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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仲裁委员会

服务至上 赔钱也办案
本报讯（记者 杨东梅）

10月 19日，南阳仲裁委员
会召开换届工作会议。 记
者从会上获悉， 第二届南
阳仲裁委员会聘任 13 名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148
名仲裁员，成立“南阳仲裁
保险分中心”。 会上还印发
了《南阳仲裁委员会仲裁
员聘任管理办法》 和新修
订的《南阳仲裁委员会仲

裁规则》《南阳仲裁委员会
章程》等文件。

第二届南阳仲裁委员
会共聘任 148 名仲裁员。
本届仲裁员大多是法官、
教授、 律师等司法界资深
人士， 政治坚定、 业务精
通、作风优良。 新一届委员
会将继续坚持“推行仲裁
法律制度是根本， 融入市
场经济是关键” 的工作方

针， 促进南阳仲裁事业更
好更快发展。

南阳仲裁委员会成立
于 2002 年，2006 年 8 月挂
牌运行。 10年来，南阳仲裁
委员会以“服务经济建设、
促进社会稳定”为宗旨，持
续宣传仲裁法， 不断加大
仲裁制度推广力度， 受理
案件量逐年上升。 在工作
中， 南阳仲裁委员会坚持

不以盈利为目的， 以服务
至上为宗旨， 不惜办赔钱
案。 近 3 年来， 在办结的
500 余件案件中，为支持贫
困企业、困难户，减免案件
受理费 120 余万元； 当事
人缓缴费用达 90 余人次，
100 余万元，切实提高了仲
裁公信力， 使结案率保持
在 85%以上， 调解和解率
达到 30%左右。

本报讯（记者 徐海龙 特约记者 孔峰 通讯
员 许国成）10月 19日，市工商局、唐河县工商
局联合玫琳凯（中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到
唐河县苍台镇朱李湾小学举行“心怀感恩、乐善
好施”爱心助学活动，为该校捐赠了价值 3万元
的课桌椅、电脑、学生文具等物品。

此次爱心助学活动由市工商局倡导发起，
得到了玫琳凯（中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的积
极响应。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带
动更多的人关注公益、关注教育。

工商部门联合爱心企业

公益助学

本报讯（记者 金都 陈晓文）10 月 19 日，
由市民政局、市老龄办主办，南阳市社区志
愿者协会承办的“关爱老年人、庆祝十九大”
活动举行。

社区志愿者协会爱心艺术团为老人们送
上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 随后， 志愿者们为
100 余名 65 岁以上的老人发放了防老年人走
失的“黄手环”，并向他们发放了《老年人保护
手册》。 华鑫苑志愿服务站及各公益团体志愿
者还举行了义诊、老年呵护、免费理发、修理小
家电、普及消防知识等活动。

敬老月里活动多

关爱老人

本报讯（记者 徐晴 通讯员 刘文方）10 月
17 日是国家扶贫日， 方城县供电公司与民政
部门一起， 为拐河镇韩家小学学生送去文具
盒、作业本、书籍、板蓝根等学习生活用品。

拐河镇人大代表、 韩家村支部书记张全
甫说：“扶贫工作队投资 200 万元， 为我们配
置了 8 台崭新的大变压器， 还帮助我们打了
深水井，铺设了自来水管道，解决了全村人畜
用水难的问题； 建成了 300 千瓦的光伏发电
项目，100 多人受益。每逢春节，每户贫困户都
会收到两壶油、50 斤大米。 前不久，他们还捐
赠了 17 套电视机、折叠桌椅、落地扇等。 ”

方城县供电公司

精准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