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获表彰医务人员可不受年限限制申报高一级职称评定
今年， 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一线医务人员所受省
部级以上表彰奖励者可不
受年限限制直接申报高一

级职称评审。
省部级以上表彰奖励

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中
央军委表彰的全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表彰的全国卫生健

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先进个人，省委、省政
府表彰的全省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个人。

教师正高职称申报年限调整 名额向乡村一线教师倾斜
中小学教师、 技校教

师正高级职称申报年限调
整： 一般应具备大学本科
及以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
位，取得副高级职称后，聘
任副高级岗位 5年以上。

明年起， 申报副高级
职称， 硕士研究生毕业并
取得硕士学位， 取得中级
职称并聘任中级岗位（评

聘分开系列为从事相关专
业工作）年限，由 4 年以上
调整为 5 年以上。 作为过
渡，2020 年仍按原规定 4
年执行。 该政策自 2021年
度开始执行。

为促进优秀中小学教
师脱颖而出， 决定在以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教
育部核准数量的基础上，

上浮 30%左右进行推荐。
坚持正高级职称推荐

与评审原则： 坚持向一线
教师倾斜的原则， 担任中
小学（幼儿园）学校和教研
机构行政领导（正、副职）
职务的， 不得超过当地推
荐总人数的 25%。

注重向乡村教师倾
斜。 将省乡村教师优质课

纳入今年乡村中小学教
师中高级职称评审业绩
库。 申报乡村中小学一级
教师职称，可适用省乡村
教师优质课三等奖以上
等次一次。 申报乡村中小
学副高级教师职称，可适
用省乡村教师优质课一
等奖一次，二、三等奖等
次二次。

本报讯（记者 曹蕊）日前，记者从人社部门了解到，我省 2020 年度职称申报评审工作启动。 与往年相比，今年
中小学教师评正高推荐数量上浮 30%左右，部分获得表彰的一线医务工作者可以不受年限限制，直接申报高一级
职称评定。

本报讯 （记者 曹静雅 通讯员 李文心
王海音）10 月 25 日起， 南阳机场将开始执行
冬春航季航班时刻表。 新航季，南阳机场进一
步优化航班时刻， 完善航线网络， 引入新航
司， 增加泉州至南阳和鄂尔多斯至南阳至南
昌两条新航线， 调整宁波至南阳至西宁航线
为宁波至南阳至兰州。

换季后， 南阳机场将新增由厦门航空波
音 737 机型执飞的泉州至南阳往返航线，每
周一、三、五、日各一班；中国联合航空波音
737 机型开始执飞鄂尔多斯至南阳至南昌往
返航线，每周二一班。

此外，长龙航空航线调整宁波至南阳至西
宁航线为宁波至南阳至兰州往返航线，由空客
320机型执飞，每周三、五、日各一班。 ⑤2

南阳机场

增添两条新航线

我省今年职称申报评审有变化
获表彰医务工作者可直接申报高一级职称；网络作品或可同等论文著作

本报讯 （记者 高如
衡 通讯员 姚 恒）10 月
15 日， 在全国第 7 个扶
贫日即将来临之际，中国
银行南阳分行携手南召
县中医院，赶到定点扶贫
村南召县马市坪乡白果
树村，开展“精准扶贫 、
关爱群众、送医下乡”义
诊活动，使该村的村民特
别是行动不便的老人在
家门口就能接受到医疗
服务。

义诊活动现场 ， 医
务 人 员 为 群 众 进 行 血
压、血糖等常规检查，耐
心细致地询问他们的身
体状况、 饮食卫生情况
等， 并针对不同病情提
出治疗方案。 同时还进
行健康知识宣传， 让群
众充分认识自身的健康
状况，做到健康早知道、
早预防、早治疗，降低疾
病发生率， 树立健康生
活的理念。 活动现场的
村民对兢兢业业、 医术
精湛的医务人员纷纷竖
起了大拇指， 由衷地感

谢中行南阳分行联合南
召县中医院开展这次爱
心义诊活动，让他们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
医疗服务。此次义诊活动
共为 100 多名村民提供

了身体检查和医疗服务，
受到当地村民一致好评。

中国银行南阳分行
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脱贫
攻坚的决胜阶段，将一如
继往地担当起社会责任，

持续关注民生改善，切实
解决村民的实际困难，不
断创新和丰富扶贫方式，
巩固脱贫成果，为脱贫攻
坚圆满收官贡献南阳中
行力量。 ⑤2

中国银行南阳分行携手南召县中医院开展义诊活动

情系贫困村 帮扶暖人心

本报讯（记者 曹蕊）10 月 15 日，记者从
北控南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北控南阳
水务集团计划对麒麟路与百里奚路供水管道
进行停水改造施工，部分区域将停水。

为提高城市供水保障能力， 水务集团计
划于 10 月 16 日 20 时至 10 月 17 日 6 时，对
麒麟路与百里奚路供水管道联网施工。 停水
范围： 麒麟路与北京路交叉口至百里奚路口
两侧区域、 百里奚路与建设路交叉口至铁路
医院两侧区域。 ⑤2

麒麟路与百里奚路管道施工

部分区域将停水

本报讯（记者 王勇 通讯员 刘文方）日
前， 方城县拐河镇中心学校认真落实上级关
于抓紧组织落实本单位师生员工 10 月 1 日
以来有青岛旅居史返回人员的排查工作，并
及时将相关信息报送至方城县教体局体卫艺
股、所在乡镇（街道）村、社区，对于青岛返回
人员一律要求居家隔离， 第一时间进行核酸
检测。

在拐河镇中心学校统一要求下， 全镇各
中小学教育师生保持高度警惕， 强化预警监
测体制，完善防控应对预案，继续保持防控思
想不放松，防控标准不降低，做到职责不减、
机构不减、人员不减，全力做好秋冬季疫情防
控工作。

各校抓紧排查，恢复疫情零报告制，每天
上午 12 时前报齐，认真排查青岛高风险返回
人群， 各学校统一通过微信工作群每天填报
表册。 同时，各学校通过电子屏、班会等形式，
及时发布全国各地疫情防控的有关消息、防
护知识，要求各校不组织大型集中活动，根据
条件，熬制清火茶。 ⑤2

社旗县拐河镇中心学校

疫情防控不放松

义诊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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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作品点击率 30 万以上或可等同论文著作
按照国家深化职称制

度改革相关政策要求，从
2020 年起对在国家级知

名网络媒体上发表的正能
量、 理论性文章或论文论
著等网络作品， 点击率达

到 30 万以上的，可由 2 名
同行专家联名推荐， 作品
质量由评委会专家综合评

议界定， 优秀作品视同相
关系列评审条件中论文著
作的要求同等对待。 ⑤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