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今日开始报名
本报讯（记者 曹蕊 通讯员 刘浩然 李

航）日前，记者从市人事考试中心获悉，2021
年度高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今日开始网
上报名，截至 4 月 15 日 17 时结束。

考生报名时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
诺制方式办理相关事项。 考生作出承诺后，也
可在报名截止前撤回承诺申请。 撤回承诺申
请的考生， 本年度该项考试不再适用告知承
诺制； 在专业技术人员资格报名中存在虚假
承诺行为和考试中有违纪违规行为被记入专
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且在记录期
内的考生，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此次考试的网上报名时间为 4 月 8 日 9
时至 4 月 15 日 17 时 ，考生应在报名期间完
成所有报名程序。 此次考试的网上缴费时间
为 4 月 16 日 9 时至 4 月 22 日 17 时，在规定
时间内未交费的，视为自动放弃。 ⑤2

随着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市民对美的追求不断创新。中心城
区滨河路花卉市场内的创意花、景观花十分畅销，受到市民青
睐。 图为 4 月 7 日，市民在该市场选购创意花卉。 ⑤2

本报记者 高嵩 摄

创意花卉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做客 12333 人社专家热线 32

高校毕业生档案原来这样管理
本报讯（记者 曹蕊）4月 7日

上午, 市人才交流中心相关负责人
做客 12333人社专家热线，就高校
毕业生档案管理及创业补贴等问
题进行认真细致解答。

市民孙女士咨询：我是一名企
业的负责人，想咨询一下就业见习
补贴的相关政策。

专家解答： 就业见习补贴申
请适用对象为本省内已办理实名
制登记的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含普通高校各类毕业生
以及技师学院高级工班、 预备技
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
毕业生）、离校 2 年内未就业中专
中职毕业生和 16 到 24 岁失业青
年， 以及符合国家和我省就业见
习规定的其他人员。 补贴标准为
每人每月 1000 元， 留用率超过
50%的为每人每月 1500 元。

市民周先生咨询： 我是南阳
市一家企业的员工， 今年三月份
首次回南阳参加工作， 我想咨询
南阳市引进高校毕业生生活补贴

相关政策。
专家解答：申请条件：1.首次

到我市工作；2.获得全日制大学
本科及以上学历（含海外留学归
国人员）；3. 与我市九大专项重
点支撑企业、 重点工业培育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省定重点上
市挂牌后备企业签订 3 年以上
劳动合同，签订合同时年龄在 35
周岁以下（含 35 周岁）；4.按规
定在南阳连续缴纳社会保险 6
个月以上（不含补缴）。

补贴标准：全日制“双一流”高
校（“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500强”海
外高校）硕士研究生、其他高校硕士
研究生、“双一流”高校（“世界大学
学术排名 500 强”海外高校）本科
毕业生、其他高校本科毕业生，3年
内分别按照每年 15000 元、12000
元、9000元、6000元的标准发放生
活补贴。 每年以缴纳社会保险的月
份计发补贴，不满 6个月的，累计到
下一年度补发，发放补贴的总月份
累计不超过 36个月。

市民钱女士咨询 ：我毕业的
时候档案放在南阳市人才交流
中心 ，想咨询一下怎么调取党员
档案 。

专家解答：你可带以下材料到
南阳市人才交流中心调取你的党
员档案：党组织接收地出具调档函、
个人档案的有效身份证明（就业报
到证或毕业证或身份证原件），如果
委托他人，需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
证原件。

市民邹先生咨询：我大学毕业
离校时档案由个人提走，现在还能
把档案存放在南阳市人才中心吗？
该中心保存档案是否收费？

专家解答：只要档案保存完好
没有拆封，可以持个人档案、身份
证、毕业证和报到证到南阳市人才
交流中心办理存档，存放档案不收
取费用。

根据安排，4月 14日的 12333
人社专家热线将邀请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为大家解读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仲裁等问题。 ⑤2

本报讯（记者 曹蕊）日前，记
者从相关部门获悉， 全省职业教
育教学专家综合考核启动， 考核
结果将列入专家个人档案， 作为
享受专家待遇的依据。

此次考核对象为 2015 年入
选的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专家中
现从事职业教育教学、教学管理、
教学科研工作的在岗人员。 考核
内容为对入选省职业教育教学专
家的德、能、勤、绩、廉等各方面进

行综合评价，重点考核“德”“绩”
的表现以及在职业教育事业发展
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在“德”方面，重点考核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方针政
策，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以
及师德师风、学术诚信等方面情
况。 在“绩”方面，重点考核履行
岗位职责，完成工作任务，指导
教师和培养学生，参与职业教育
教学实践活动，以及推动本领域

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等方面情况。
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
格三个等次。

综合考核情况列入专家个人
档案，作为享受专家待遇的依据。
考核优秀者保留专家称号并继续
享受待遇， 在参评更高层次人才
选拔中优先推荐； 考核合格者保
留专家称号并继续享受相关待
遇； 考核不合格者按程序取消专
家称号，不再享受专家待遇。 ⑤2

职业教育教学专家综合考核启动

考核结果将列入专家个人档案

本报法律顾问郭秀峰

走进校园普法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日前，本报法律

顾问、 河南省律师协会职务犯罪辩护法律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河南雷雨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秀峰，受邀到宛城区金华中学，为该
校师生及家长作“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主
题报告。

报告会现场，郭秀峰从青少年违法典型案
例入题，强调法治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
结合近年来身边发生的未成年人校园欺凌、
敲诈勒索、故意伤害、盗窃等真实案例，分析
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表现和常见的观念上的误
区。 让学生明白不良习惯危害极大，是引发犯
罪的根源。 郭秀峰还对如何预防青少年犯罪、
青少年如何远离社会不良因素的伤害以及保
护自身安全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广大师生与家长纷纷表示，此次活动使他
们对法律有了更新、更深的认识，不仅能提高
学生的法治观念， 还能增强学生明辨是非和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的能力，为进一步创造平
安校园奠定了基础。 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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