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质消费 美好生活

南阳日报社 3·15 诚信品牌展示评选启动
市民遇到消费问题，可拨打市长热线 12345 投诉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张曦）
在“3·15”来临之际，南阳日报社
联合市有关职能部门，从即日起
至 3 月底， 开展以“品质消费
美好生活”为主题的诚信品牌展
示评选活动。

本次诚信品牌展示评选活
动，各行各业、各类品牌均可参
与，将从金融、房地产、医疗卫
生、教育、旅游、家装、餐饮、商超
等行业评选出行业“十佳”、品牌

“十佳”等予以表彰。 3 月 15 日

当天将举行颁奖典礼。
本次活动，参与单位、企业可

展示整体诚信形象， 也可展示诚
信品牌、特色产品等；通过对有关
负责人的专访，或发布诚信宣言，
提高单位、 企业在消费者心中的
形象和信任度。同时，还将发布诚
信典型案例，并进行深入剖析，助
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据悉， 南阳日报社 3·15 诚
信品牌展示评选活动，将通过南
阳日报、南阳晚报、南都晨报和

政务新媒台、“直播南阳” 云播
台、“梅溪视频”云视台、南阳网
等全媒体平台进行宣传，并借助
人民日报党媒平台、新华社“现
场云”、南阳日报客户端、今日头
条、抖音，微博、短视频、“云悦
读”等新媒体传播手段，在线上
线下进行立体化展示呈现。

自即日开始，南阳日报社全
媒体同步接受消费者投诉。 市民
如遇到消费方面问题，可拨打市
长热线 12345 投诉。 ⑤2

我市与常熟签订劳务合作协议

携手打造人力资源服务新高地

南阳购彩者喜中 10万元

新年“牛气冲天”
本报讯（记者 张婵 特约记者 朱元鹏）

“在春节体育彩票店外销售现场，南阳一购彩
者中取了 10 万元奖金。 ”春节假期刚过，南阳
体彩分中心就传来了好消息。

这 10 万元奖金出自内乡县县衙的一个
离店销售现场。 农历腊月三十当天， 刘先生
（化名）来到该即开型彩票的销售现场，挑了
一款 20 元面值的新票“牛气冲天”，想试试自
己新一年的运气， 结果好运气真的就眷顾了
他，10 万元奖金被其揽入囊中。刘先生高兴地
说：“这个牛年真是牛气冲天。 ”

春节休市之前南阳体彩分中心就筹划了春
节期间即开型彩票的离店销售活动。 南阳体彩
分中心工作人员透露，截至目前，已经有 140余
个实体店参与此次活动。 各个区域的实体店在
不同地点开展符合疫情防控标准的小规模的即
开型彩票离店销售，深受购彩者欢迎。 ⑤2

本报讯（记者 曹蕊）2 月 20
日，南阳—常熟劳务协作座谈会在
梅溪宾馆召开，此次会议旨在进一
步深入探讨两地劳务协作协同发
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工作
稳步发展， 实现两地资源互补，形
成深入、长效、稳定的劳务协作合
作机制，为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奠
定良好的工作基础。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 南阳市
人社局认真落实新冠疫情之下

“稳就业、保就业”决策部署，深
入实施就业优先政策， 以落实国
家和省新一轮促进就业政策为主
线，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就
业创业工作呈现稳中有进、 量质
齐升的良好态势。 在劳动力转移
就业工作中，我市创新探索“三有
一可”机制，2020 年，我市通过采
用专机、专列、专车等形式统一组
织“点对点”集中输送 16024 批、

132.7 万人外出务工，把疫情对就
业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降
到最低。 建立务工创业招商引智
服务联络组，分别向北京、上海、
重庆、广州等 10 个城市派出常驻
组织， 充分发挥“桥头堡垒”作
用，积极捕捉发达地区的就业、创
业、人才等前沿信息，使派驻地的
优势资源与我市有效衔接起来，
不断拓宽发展空间， 这些措施对
促进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显得尤
为重要。

会上， 常熟市人社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了常熟发展环境和招工
引才政策。 常熟经济发展态势强
劲，产业集群发展快，形成了以汽
车及零部件、高端装备制造、高端
电子信息和高技术服务业为主的
特色产业。 目前，常熟市 1300 家
规模以上企业有用工需求， 需求
人数 5.3 万人，用工需求旺盛。 南

阳劳动力资源丰富， 常熟用工需
求突出，两地优势互补，此次劳务
协作的签订， 将进一步拓展双方
劳务协作的深度和广度， 开启两
地人社部门和用工单位全面携手
的新篇章， 助推两地实现劳务输
出与经济发展合作双赢。 下一
步， 双方还将在两地招聘信息共
享、校园招聘、岗前培训等方面进
行深入紧密的合作， 携手打造人
力资源服务新高地。

此次我市与常熟两地人社部
门签订劳务合作协议， 将对我市
就业创业倍增效应描绘广阔发展
前景， 市人社局就业服务部门将
以此次签订劳务协作协议为契机
更好地发挥在人力资源及劳务合
作中的作用， 拓宽劳动力就业渠
道，扩大就业规模，帮助广大群众
求职就业， 帮助企业解决长期用
工需求。 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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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明两日有雨

最低气温仅 3℃
本报讯（记者 王勇）这两天，春风拂面、阳

光温和，我市的最高气温均超过了 20℃。 气象
部门预报，天气要变脸了，最低气温只有 3℃。

近日具体天气情况为：2 月 23 日，阴转小
雨，6℃至 13℃；2 月 24 日，中雨转小雨，3℃至
6℃；2 月 25 日， 阴转小雨，4℃至 7℃；2 月 26
日，阴转小雨，4℃至 9℃；2 月 27 日，小雨，5℃
至 6℃；2 月 28 日，小雨，4℃至 8℃。

2 月 22 日 6 时 45 分，南阳市气象台继续
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预计未来 24 小时
内，南阳市大部分地区东北风 4 到 5 级，阵风
7 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⑤2

2 月 22 日，市园林局
东区管理处的工人对孔
明路段的银杏树实施扶
壮、施肥、打孔、浇水等措
施， 增强树木的透气性，
更有利于树木的成长。 图
为工人在作业中。 ⑤2

本报记者 李纯 摄

树木养护

本报讯（记者 王勇 通讯员 闫森）春节
假期过后第一个工作日， 宛城区交通运输局
党组书记、 局长刘钢一行赶到该局属单位和
运输企业慰问干部职工， 并向大家致以节日
问候和新春祝福， 勉励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再
创新的佳绩。

在宛城区交通运输执法局， 刘钢一行要求
干部职工要新的一年里做到规范执法、 文明执
法、精准执法，严厉打击非法营运，把工作抓实
抓细； 在宛城区宇洪汽车运输公司和汽车运输
公司，他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现状和困难，鼓励他
们谋出路、想办法，主动作为解决问题，摒弃等
靠思想，争取早日扭亏为盈；在宛城区地方海事
处，他详细了解工作情况，要求该处要扩宽工作
思路，适时建立水运码头，确保水域安全同时，
便于海事船只停靠。 ⑤2

宛城区交通运输局

慰问干部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