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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2018 年南阳
市全民健身大会体育舞蹈比
赛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激情
上演。 来自全市各县区的 20
支代表队、800 余名参赛选手
参加了此次比赛。

本报记者 周梦 通讯员
刘智博 摄

启动

南阳师院 2018 届毕业生春季就业洽谈会举行，4000 人达成就业意向

基层工作受到大学毕业生宠爱

五一出游

别忘提前购票
本报讯（记者 王勇）目前，五一小长假的

火车票已开售， 准备五一假期出游的市民别
忘提前抢票。 据铁路部门预测，五一小长假的
火车票将十分抢手。

按照铁路网络车票 30 天预售期计算，目
前，五一小长假的往返车票已可购买。 南阳国
际旅行社工作人员建议，根据往年情况来看，
五一假期旅客行程以中短途路线为主， 客流
以踏青和周边旅游为主， 预计 5 月 1 日客流
相对集中， 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应提前做好购
票准备，尽早购票，以免耽误行程。 此外，根据
铁路售票系统显示， 部分车次以及热门车次
的坐票已经显示无票， 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可
随时关注 12306 网站信息，提前购票。

本报讯 （记者 田园
通讯员 余 宇 士）4 月 14
日，河南省毕业生就业市
场南阳分市场暨南阳师
范学院 2018 届毕业生春
季就业洽谈会在南阳师
范学院举办。

此次洽谈会共有来
自广东、 浙江、 江苏、北

京、上海、郑州、武汉、西
安等省市的 600 余家用
人单位招贤纳士，提供工
作岗位 20000 多个，达成
就业意向的有 4000 人左
右。 南阳师院 7200 多名
研究生、 本专科毕业生，
南阳市的其他 5 所高校
毕业生，省内外其他高校

部分应往届毕业生参加
了洽谈会。 本次洽谈会气
氛热烈，场面火爆，现场
秩序井然。 与往年相比，
本次洽谈会具有以下特
点：一是用人单位数量大
幅增加，质量高，待遇明
显提高；二是人才需求数
量大；三是毕业生就业观

念开始转变 ， 去基层工
作、到中小企业锻炼成为
毕业生求职时的主要考
虑因素。

除此次举办春季就
业洽谈会之外，南阳师院
还将举办中小型专场招
聘会，确保毕业生充分就
业、优质就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伟）4 月 15 日，记者从市
政府办获悉，为进一步提高
调查研究和决策咨询水平，
2018 年度南阳市政府决策
研究课题公开竞评和 2017
年度南阳市发展研究奖评
选工作即日启动。

南阳市政府决策研究
课题公开竞评是市政府首
次开展此类活动。此次公开

竞评课题共 16 个， 涉及我
市经济社会发展多个领域
的重大问题。 全市各级机
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
大中专院校、驻宛机构等单
位和个人， 均可提出申请，
参与公开竞评。凡被评中的
研究单位或个人，需按要求
完成课题研究。市政府将对
验收合格的课题给予一定
的研究经费补贴。接受申请

的截止日期为 4月 30日。
南阳市发展研究奖属

政府奖，为市级奖项，设立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3
个奖励等级， 对获奖者发
文表彰， 并按照获奖等级
颁发“南阳市发展研究奖”
获奖证书。 此次参评成果
原则上在 2017 年度全市
政府系统重点调研课题中
产生，其他符合市委、市政

府重大决策部署和全市中
心工作的成果， 经审核后
亦可参评。 评选材料申报
截止日期为 5 月 31 日。

两项工作材料报送地
址为市政府研究室（中州路
291 号市政府 2 号楼 3 楼
317 室 ）， 联 系 电 话 ：
63183710。相关要求可参考
宛政办〔2018〕16 号文件
（市政府门户网站可查）。

宛城区交通运输执法局

提升服务水平
本报讯（记者 王勇 通讯员 邓纯）日前，

宛城区交通运输执法局召开“干部作风整顿
年”活动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会议指出， 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新
形势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开展干部作风整
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坚持围绕中心工作，
聚焦作风顽疾，着力解决宗旨意识不强、服务
意识不强、推动落实不力、工作作风不实等突
出问题， 切实推动全局干部职工作风的全面
转变和执法服务水平的全面提升； 要强化执
纪问责，敢于动真碰硬，确保作风整顿取得实
实在在的效果。

会议强调，全局要以开展的“干部作风整
顿年”活动为契机，将纪律作风整顿活动与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相结合， 与全
面提升交通运输执法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相
结合，实现整顿活动与各项工作互促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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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晨报聊吧”话
题： 找工作 兴趣和专业
哪个重要？ 来听听大家的
声音。

一如既往 ：不能单单
为了薪金而工作，找工作
时应考虑发展远景 。 如
果待遇好但不适合自己，
对它不感兴趣，那这辈子
付出在这个工作上又何
必呢？

深呼吸： 选工作时最
好要选择擅长的， 与所学
专业相关的工作， 因为对
口的工作更容易上手，另
外自己的发展空间也大。

老男孩： 找工作首先

要考虑清楚什么工作岗位
比较适合？ 现在社会对人
才有哪些要求？ 只有搞清
楚这些问题， 你才会有明
确的就业目标， 你才知道
下一步该干什么。

搁浅回忆 ： 现在很
多大学生存在找到的工作
不喜欢， 喜欢的工作又找
不到的难题。其实，专业是
一点一点培养出来的。 换
句话说， 如果做不到爱一
行干一行， 就尝试着干一
行爱一行。

下期话题： 大学生谈
恋爱， 利大于弊还是弊大
于利？

投稿方式：1.拨打本报
新闻热线 63505005；2.扫
描二维码，关注“南都晨报”
公众号，在“晨报聊吧”消息
下发表评论；3.发送评论至
邮 箱 ndcbxwzx@163.

com。 期待您的参与。
（曹蕊 整理）

“晨报聊吧”热聊

找工作 兴趣和专业哪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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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南阳市发展研究奖评选工作
2018年度南阳市政府决策研究课题竞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