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建立长效监督机制

想“吃空饷” 门儿都没有

11 月 9 日， 河南汇元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带
着价值近 4 万元的营养健
康食品， 到南阳金鹏养老
中心慰问， 以实际行动践
行“关爱老人，服务社会”
的社会责任。 图为爱心慰
问现场

本报记者 高嵩 通讯
员 孔海燕 柴一鸣 摄

暖心汇元
情系老人

本报讯 （记者 曹蕊
通讯员 李建军 李丹）按
照全省统一部署， 我市自
今年 9 月起全面开展机关
事业单位防治“吃空饷”问
题长效机制建立情况专项
督查工作， 并设立“吃空
饷”专项举报电话和邮箱，
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

此次专项督查范围为
全市各级及所属事业单
位。 督查重点围绕建立防
治“吃空饷”长效机制总体

情况； 严格人员日常管理
情况；严格工资发放情况；
严格离岗人员管理情况；
严格监督管理情况； 严格
责任追究情况等开展。

根据要求， 我市市委
组织部、 市编办及财政、
人社等部门对“吃空饷”
问题治理情况联合进行
督查，围绕建立防治“吃
空饷”问题长效机制开展
好自查自纠和专项督查
工作， 不回避问题和矛

盾， 做到自查不留死角、
督查切实有效， 找准短
板，查缺补漏，扎实抓好
整改。 并向社会公布举报
电话及电子邮箱。 认真受
理群众举报，对收到的举
报线索认真查处，并向实
名举报人进行反馈。 同
时，要根据掌握的机构编
制、人员基本信息、工资
发放信息等，逐级对报送
的情况进行抽查，对群众
反映强烈的单位进行重

点检查。
为确保集中治理工作

取得积极成效，此次专项
督查不仅要求机关事业
单位及时在内部对编制
内人员工资发放情况进
行公示，接受干部职工的
监督，还向全社会公布举
报电话及举报邮箱，接受
广大群众的监督。

举报电话：63192359
公 共 举 报 邮 箱 ：

ny63192359@163.com

本报讯（记者 王宜迪 通讯员 赵英良）
11月 8日， 南阳宏源食品有限公司申报的 17
批次出口货物，经审单放行模式 10分钟通关放
行，实现每单货物“秒通关”，标志着审单放行模
式在南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顺利实施。

近日，国家质检总局对进出口商品的查验
率进行了大幅调整，其中进口商品查验率较调
整前下降了 60%，同时对依法应实施检验检疫
的出入境货物，运用审单放行程序简化检验检
疫流程。 据测算，约有八成的出入境货物将通
过审单合格评定后直接通关放行，不再进行现
场和实验室检验检疫，此举将进一步提高口岸
通关效率。

南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提醒广大外贸企
业，在办理报检手续时，需提供出境货物发货人
或入境货物收货人出具的《合格保证》，内容包
括守法承诺、合格保证、质量安全责任，以及发
现问题后主动采取召回措施等。 在享受便利措
施的同时， 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也进一步压
实，对企业诚信守法的要求也将进一步加严。

我市进出口货物“秒通关”

实施审单放行

民生视点

本报讯（记者 吴玉影）11 月 9 日，为迎接
“119 消防宣传日”的到来，南阳时光整形医院
邀请我市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徐晴来到该院，为
60多位员工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消防演练
指导。

本次培训普及了消防意识、 消防器材及
使用方法、 逃生办法和技巧以及常见的火灾
隐患等相关消防安全知识。 培训针对不同消
防器材进行了使用方法演示并进行消防演
练，取得良好效果。 员工李建华说：“经过这次
培训，我们进一步意识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
增加了消防安全知识。 ”据了解，时光整形医
院每两三个月就会开展一次消防知识培训，
医院配有 24 个 5 公斤干粉灭火器、8 个消火
栓以及 30 个安全出口指示灯和 50 个安全指
示地贴， 全方位多角度为员工和顾客的安全
保驾护航。

时光整形医院

举行消防演练

“双十一”来临

实体店发力争抢“蛋糕”
本报讯（记者 王宜迪）

“双十一” 购物狂欢节来临
之际，各大电商采取不同的

促销手段来吸引网购一族。
记者走访发现，受线上商品
战的影响，我市线下商家也

借着网购狂欢节的氛围，推
出各种促销宣传活动，优惠
力度不亚于电商。 今年“双

十一”， 有市民忙着在购物
车里囤货，也有市民把目光
瞄准了实体店。

■“双十一”也是实体店节日
11 月 8 日， 记者来到

新华路丹尼斯大卖场，发
现这里活动不少。 工作人
员介绍，11 月 11 日至 20
日，丹尼斯不少商品进行
促销，“以前每年这个时
候电商都大搞优惠吸引顾
客，如今实体店也同样行

动起来了，而且优惠力度
一点不比电商差”。 一家
品牌服饰的销售人员说，

“双十一” 不再是“网购
节”的代名词，还未进入
11 月，他们店铺就推出了
打折促销活动，有些服饰
折扣低至 3.9 折， 引来不

少市民购买，“网购商品
比较省时省力，但在实体
店看中的服饰，想在网上
购买，可能会发现根本买
不到。 逛实体店需要时
间，不过却可以享受到更
好的购物体验，衣服合不
合身试试就行了”。正在选

购冬装的张女士表示，很
多商家会把一些过季款式
的服装拿到网上促销，而
线下品牌店能做到正厂正
牌，且集中当季最新款，还
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服
务， 她更倾向于从实体店
购买商品。

本报讯（记者 周梦 通讯员 袁贤）11月 9
日，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与河南省恩大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共建通用航空学院战略合作协
议签订仪式在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孔明路
校区举行。

河南省恩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恩大
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是我省通用航空领域中的领
军企业之一，这次战略合作，双方将建立人才培
养和合作长效机制， 深入开展校企间人才培养、
社会培训、新技术应用推广等方面合作，围绕市
场需求在无人机操控、直升机维修、直升机驾驶
等方面共同推选业务骨干组建教育团队，共同制
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建专业课程，共享学校优质
教育资源和企业优势培训资源，推进产教深度融
合，促进特色专业与通航行业的共同发展，更好
地培养适应行业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加深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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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店商品质量更放心
买赠、直降、满减……

记者走访发现，早在 11 月
初， 我市就有实体商超发
布大力度促销信息， 为了
提前“截流”部分消费者，
实体商超促销的品类也多
样化， 吸引不少市民把目
光瞄准实体店。

最近， 准新郎孙先生

刚刚装修了新家， 本来打
算等“双十一”的时候从网
上选购一些家具、家电，不
过这几天在实体店里看的
时候， 他发现实体店里的
商品优惠力度非常大，所
以直接从实体店购买了家
具和家电。“网购经常会发
生不太愉快的体验， 像家

具、 家电这类需要长时间
使用的东西， 还是从实体
店里购买更安心， 后期服
务也更有保障。 ” 孙先生
说，一些大型物品，在实体
店购买送货更快， 感觉用
着也踏实， 即使有些产品
不合适， 实体店退货也比
网购退货要省事。

“网购只能从简单的
几张图片上去判断所选商
品的好坏， 或从简单的评
价上去判断商品质量，网
上促销的规则也越来越复
杂，感觉有点晕。 ”正在盛
德美购物中心购物的黄女
士说，实体店购买看得见，
摸得着， 质量上更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