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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履行职责
护航脱贫攻坚

现各类农副产品年交易量 500万吨，年交易额
2
0
0亿元，可直接带动周边三产人员 3万余人，
成为豫西南最具影响力的区域性农产品供应冷
链物流中心，成为宛城区乃至全市农业发展转
型升级的载体和重要支撑。 ③8

席会议。
当晚，来自国内外的 30余位客商欢聚一
堂，共话南阳发展大计。张明体在致辞中对
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南阳是历史文
化名城，是地域大市、人口大市、生态大
市、资源大市、经济大市，也是河南省重要
本报讯 （记者李佩佩）4月 16日，全市召开
区域中心城市。南阳市委、市政府确定了强
脱贫攻坚常态化督查巡查工作会议，贯彻落实
力实施“两轮两翼”战略、重抓重推“九大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指示精神，部署 2018年全
专项”、加快构建“八大支柱”的发展思路举
市脱贫攻坚常态化督查巡查工作。市委常委、
措，形成了支撑重要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
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王毅出席会议并讲话。
“四梁八柱”，全市经济社会呈现高质量发展
王毅指出，各督查组成员要进一步提高政
的良好态势。南阳将通过扩大开放，积极承
治站位，对标聚焦市委、市政府重要决策部署抓
本报讯 （记者胡楚强）4月 16日，市委常 接社会资本，以更优惠的政策、更优质的服
督查；对标聚焦领导批示、重点工作和贫困群众 委、组织部长吕挺琳出席内乡县重点项目集中 务、更优化的环境，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来南
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抓督查；对标聚焦“三 开工活动，并到该县赵店乡岗堤村调研村（社 阳兴业发展，为重要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添砖
率一度”、
“ 三个落实”等重点工作抓督查；对标 区）“ 两委”换届工作。
加瓦。 ③6
聚焦扶贫责任和脱贫措施抓督查。要进一步强
当天上午，内乡县纸产品产业园等 18个大
化政治担当，坚持问题导向，注重方式方法，强化 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 55.42亿元。吕挺琳指
督办交办，加强结果运用，善于从账簿中找出关 出，这些项目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内乡县
联问题，善于从言辞中捕捉问题信息。要进一步 要按照“项目建设突破年”统一部署，在项目建
严明工作纪律，严格履行职责，转变工作作风，高 设上进一步聚焦、聚力、聚神，进一步提质、提量、
质量高水平地完成每次督查任务。会后，对新抽 提速。随后，吕挺琳实地察看赵店乡岗堤村党群
调组建的暗访督查组进行了业务培训。 ③8
服务中心、
“ 三亮三评”暨“三带五联”展板，并详
本报讯 （记者刘纪晖）4月 16日，我市召开
细询问村（社区）“两委”换届进展情况。吕挺琳 教育督导评价工作会，
贯彻落实全省教育督导
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加强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部署我市教育督导评
党的领导，牢牢把握换届选举主动权；严格依法 价工作。副市长刘庆芳出席会议。
依规，规范换届程序，确保换届质量；严肃换届纪
今年 3月，国务院首次启动了对省级人民
律，守牢换届底线，选出让党委、政府和群众满意 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工作。此次测评体系包
的好班子。要重视妥善安置退职的“两委”干部， 括六大领域、 38项评价内容、 92个测评点，涵
本报讯 （记者高波）4月 16日上午，宛城区 提高其待遇保障，引导他们继续发挥余热。 ③8 盖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所有工作任务。会议要
求，对照测评标准和要求，各县 （区） 各有关
与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部门要对上一年度履行教育职责、促进教育改
项目签约。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富治，市人大
革和发展情况进行自查自评。刘庆芳指出，各
常委会副主任刘荣阁出席。
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对此次教育督导评价工作
万邦（南阳）国际农产品冷链物流产业园项
重要性的认识，扎实工作，为迎接国家督导评
目是宛城区招商引资，加快发展的又一丰硕成
价做好准备。要加大督政力度，通过督查引导
果。项目占地约 1500亩，计划投资 30亿元，涵
盖蔬菜、果品、粮油、调味品、淡水鱼、海鲜、冻
本 报 郑 州 电 （特 派 记 者 张 提）4月 16日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要着力以评促改，以督导
品、肉蛋禽、酒店用品等业态，集冷链、电商、快 晚，第十二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为契机，主动整改问题，补齐教育短板，全面
递物流和品牌打造为一体。项目建成后，可实 南阳市恳谈会在郑州举行。副市长张明体出 提升教育发展水平。 ③7

聚力项目建设
规范“两委”换届

着力以评促改
提升教育水平

招引战略投资
推动农业升级

加强推介交流
共谋南阳发展

发展高效农业
邓州市九龙镇
远景合作社流转土
地 1500余亩，发展
黄金梨、薄壳核桃、
软籽石榴等，实施现
代化、标准化、统一
化操作，带动周边群
众共同致富 ③8
本报记者 张戈 摄

要闻

A3

积极推进换届选举
选优配强基层组织

宛城区：从严把关
本报讯 （记者裴建敏 通讯员
马颖善）宛城区严把程序、结构、
资格、人选、纪律“五道关口”，稳
中有序推进村（社区）“ 两委”换届
工作。
严把换届程序关。对 217个
村（社区）近三年来的财务进行全
面审计和公示，对选举程序、操作
流程等进行详细规定，做到每个
环节、每个步骤、每项工作有法可
依 、有 章 可 循 。 严 把 班 子 职 数
关。大力推行村（社区）“ 两委”主
职“一肩挑”，鼓励村（社区）党组

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当选为村
（社区）主任。严把资格审查关。
乡镇（街道）通过座谈、走访对候
选人初步人选进行全面考察，严
防“带病干部”入选。严把干部人
选关。提前考察物色人选，将群
众基础好、办事能力强的党员作
为后备干部人选。严把换届纪律
关。督导组、村（社区）责任人层层
签订《换届纪律承诺书》，村（社区）
“两委”候选人均签订了“三项承
诺”，保障换届工作依法依规有序
推进。 ③8

新野县：认真调查
本报讯 （通讯员李朝营）新
野县早谋划、早部署，以“四个侧
重”为引领，认真做好村（社区）
“两委”换届调查摸底工作。
各 乡 镇（街 道）组 织 专 门 人
员进村入户，与老党员、老干部、
县乡人大代表和党员、群众代表
分别谈话，广泛征集他们对本村
事业发展和新一届班子的意见、
建议。 与现任“ 两委”干部逐一
交流谈心，了解思想动态、工作
近况，把握最新情况，切实做到

配强班子

摸清底数

底子清、情况明、心中有数。 对
存在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研判，
研究提出优化班子建设的初步
建议。 坚持“ 德才兼备、任人唯
贤，能力突出、群众认可，备用结
合、动态管理”的原则，摸清各村
（社 区）致 富 能 人 、在 外 务 工 人
员、退伍军人、大中专毕业生等
人员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全面了
解优秀年轻干部情况，为选拔优
秀后备干部进入村“两委”班子提
供参考。 ③8

南阳市扶贫公共服务热线公示

单位
咨询监督电话
电子邮箱
信访手机号
市委书记 张文深 0377-83982222
15737709599
15137716166
市 长 霍好胜
377-61567225
南阳市扶贫办 0
ny
s
f
pb@163.
c
o
m
13663991532
0377-61567329
淅川县扶贫办 0377-69290029 xcxfpb@sina.com 13782186575
377-65330583
内乡县扶贫办 0
z
x
x
8690@163.
c
o
m
13598265023
0377-60881768
南召县扶贫办 0377-66913256 nzxfpbxfb@126.com 15839961287
镇平县扶贫办 0377-60280860 zpxxfg@126.com 15083307315
社旗县扶贫办 0377-67988330 m15538790258@163.com 15538790258
桐柏县扶贫办 0377-68111017 TBFPJD@126.com 15738091017
方城县扶贫办 0377-67231899 fcxfpbxf@126.com 13838787057
邓州市扶贫办 0377-62289096 dzfpbxfk@163.com 17639997826
15537799468
唐河县扶贫办 0377-68935555 thfpxf@163.com
西峡县扶贫办 0377-69660766 xixiatpgj@163.com 13938975335
新野县扶贫办 0377-66222809 xyxfpb666@126.com 18336638170
卧龙区扶贫办 0377-63188386 wlqfpb@163.com 13683981398
宛城区扶贫办 0377-63482558 wcfp369@163.com 18568782686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0377-61166118 nyxqfpb@163.com 13598211259
扶贫办
高新区扶贫办 0377-62378606 gxqfpb123@163.com 13603770915
鸭河工区扶贫办 0377-66628023 yhgqfpbgs@163.com 13949306945
官庄工区扶贫办 0377-60209068 gzgqnb@163.com 13262009208

作 风 建 设 在 路 上 南阳市市直单位职责清单和服务标准清单公示（九）

单位名称

市
科
学
技
术
局

部门职责
序号
职权名称
职权类别 法定时限 承诺时限 收费情况
服务标准
提前发布市级科技项目申报指南和申报通知，明确申报主体、项目类别、材料组织、申报途径等要求，做好项目材料受理、审核、专家评审、立项和
贯彻执行国家科技工作的法律法 1 市级科技项目申报 其他职权 50个工作日 5个工作日 不收费 文件下发、经费划拨等工作，简化申报程序，争取实现最多跑一次。立项文件下达后 3个工作日内通知项目单位并办理相关手续；对没有立项单位问
询做好解释告知工作。
规和方针政策；提出全市科技发展战略
的建议；牵头拟订激励自主创新的意见 2 市级工程技术研究 其他职权 30个工作日 5个工作日 不收费 下发正式申报通知，明确申报要求，简化手续，做好材料受理和审核，文件下发、送达等工作，采取网上申报、网上受理，简化申报程序，实现最多跑
一次。认定文件下达后 3个工作日内通知项目单位；对没有通过单位问询做好解释告知工作。
措施，并组织实施和监督。组织拟订全
中心认定
市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确定全市科技
远程
下发正式申报通知，明确申报要求，简化手续，做好材料受理和审核，文件下发、送达等工作，采取网上申报、网上受理，简化申报程序，实现最多跑
发展的战略布局和优先发展领域；负责 3 市级重点实验室、
医学分中心认定 其他职权 30个工作日 5个工作日 不收费 一次。认定文件下达后 3个工作日内通知项目单位；对没有通过单位问询做好解释告知工作。
《南阳市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的实施；会同有关部门推进全市创 4 市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其他职权 30个工作日 5个工作日 不收费 下发正式申报通知，明确申报要求，简化手续，做好材料受理和审核，组织评审、文件下发、送达等工作，采取网上申报、网上受理，简化申报程序，
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提出全市科技
实现最多跑一次。认定文件下达后 3个工作日内通知项目单位办理相关手续；对没有通过单位问询做好解释告知工作。
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建议，推进全市科
按照市级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条件和要求，由市科技局下发申报通知，明确申报内容和条件，做好申报材料受理、审核、组织论证等工
技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体制改革工作； 5 市级科技企业孵化
其他职权
2
0个工作日 5个工作日 不收费 作，采取网上申报、网上受理，简化申报程序，实现最多跑一次。认定文件下达后 3个工作日内通知项目单位；对没有通过单位问询做好解释告知
器、
众创空间认定
审核科研机构的组建和调整，优化科研
工作。
机构布局。组织制定多渠道增加科技
市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下发正式申报通知，明确申报要求和程序。做好材料受理、审核、文件下发等工作，简化申报程序，实现一次性办妥。认定文件下达后 3个工作日
其他职权 20个工作日 5个工作日 不收费 内通知项目单位；
投入的措施；会同有关部门统筹管理科 6
对不符合要求的单位问询做好解释告知工作。
联盟组建
技投入，并提出科技资源合理配置的措
施建议，优化科技资源的配置；拟订科 7 市级企业研究开发费用 其他职权 20个工作日 5个工作日 不收费 按照国家、省、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相关文件规定和税务部门反馈意见，受理、审核企业科技项目拟鉴定材料，做好组织论证和认定工作。简化申
报程序，实现最多跑一次。鉴定文件下达后 3个工作日内通知项目单位；对不符合要求项目问询做好解释告知工作。
项目鉴定
技金融结合的政策措施，会同有关部门
指导科技投融资工作。制定推动全市
按照南阳市企业科技创新贷款贴息管理办法要求，市工信委、市科技局、市财政局联合下发申报通知，做好企业材料受理、审核、论证、下文等工
应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 8 市级企业科技创新贷款
其他职权 30个工作日 5个工作日 不收费 作。简化申报程序，提高工作效率，争取实现最多跑一次。立项文件下达后 3个工作日内通知项目单位并办理相关手续；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问询做
贴息项目申报和认定
好解释告知工作。
益技术研究及产业发展关键和共性技
术研究等方面的政策措施，组织全市经 9 企业科技创新券 其他职权 30个工作日 5个工作日 不收费 按照南阳市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和要求，由市科技局下发申报通知，明确申报内容和条件，做好申报材料受理、审核、组织论证等工作，简化申报
程序，争取实现最多跑一次。立项文件下达后 3个工作日内通知项目单位；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问询做好解释告知工作。
济社会发展重要领域的重大关键技术
项目申报和认定
攻关，负责全市科技计划制订与组织实 10 河南省院士工作站申报 其他职权 15个工作日 15个工作日 不收费 按照省科技厅要求，通知相关企业和单位，做好申报材料受理、把关和审核工作。简化申报程序，争取实现最多跑一次。认定文件下达后 3个工
施。负责全市高新技术发展与产业化
作日内通知项目单位；对不符合要求的单位问询做好解释告知工作。
推荐上报
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拟订高新技术产
按照国家、省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要求，必要时下发申报通知，明确申报内容和要求，简化申报程序，做好项目单位申报材料受理、审核、论证（有论
业化的意见、建议，推动全市高新技术 11 国家、省科技项目申请
其他职权 30个工作日 15个工作日 不收费 证要求的）和推荐上报工作。立项文件下达后 3个工作日内通知项目单位，有经费项目由市财政局转发文件并下拨经费，办理相关手续；对不符合要
推荐上报
求的项目问询做好解释告知工作。
发展及产业化工作；指导市级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建设；牵头拟订促进高新技
国家、省重点实验室、
按照国家、省申报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要求，必要时下发申报通知，明确申报内容和要求，简化申报程序，做好项目材料的受理、审核把
术出口的相关建议措施。会同有关部 12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其他职权 20个工作日 15个工作日 不收费 关、推荐上报工作。认定文件下达后
3个工作日内通知项目单位；对不符合要求的单位问询做好解释告知工作。
推荐上报
门拟订全市促进产学研结合的计划措
施；制定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意见， 13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其他职权 30个工作日 30个工作日 不收费 按照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标准和要求，下发申报通知，简化申报程序，优化服务过程，做好企业申报材料的受理、审核把关、指导服务等工作，采取网
上申请、网上受理，实现一次性办妥。认定文件下达后 3个工作日内通知项目单位；对不符合要求的单位问询做好解释告知工作。
指导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组织相关重大
推荐上报
科技成果应用示范；组织实施重大科技 14 河南省科技小巨人 其他职权 15个工作日 15个工作日 不收费 按照河南省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申报标准和要求，必要时下发申报通知，简化申报程序，网上申报、网上受理，做审核、服务等工作，实现企业最
多跑一次。认定文件下达后 3个工作日内通知项目单位；对不符合要求的单位问询做好解释告知工作。
专项。负责全市科技基础能力建设。 （培育）企业推荐申报
提出全市科研条件保障规划和措施建 15 河南省创新龙头企业 其他职权 20个工作日 20个工作日 不收费 按照河南省创新龙头企业申报标准和要求，必要时下发申报通知，简化申报程序，做好企业申报材料的受理、审核把关、指导服务等工作。认定文
件下达后 3个工作日内通知项目单位；对不符合要求的单位问询做好解释告知工作。
推荐上报
议；负责实施全市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国家、省科技企业孵
科技服务平台和企业技术创新科技支
按照国家、省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大学科技园建设条件和要求，由市科技局下发申报通知，明确申报内容和条件，做好申报材料受理、审核
简化申报程序，实行网上申报、网上受理，实现跑一次办妥。认定文件下达后 3个工作日内通知项目单位；对不符合要求的单位问询做好解释告
撑平台建设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科 16 化器、众创实间、大学 其他职权 15个工作日 15个工作日 不收费 工作，
知工作。
科技园等推荐上报
技基本建设；负责科技创新基地的规划
布局、指导和监督；拟订全市科技服务 17 国家、省星创天地 其他职权 20个工作日 20个工作日 不收费 严格筛选申报单位，做好申报材料受理、审核、组织论证等工作，简化申报程序，争取实现最多跑一次。对不符合要求的单位问询做好解释告知
工作。
推荐上报
发展措施，推动科技服务业发展。负责
全市科技奖励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拟订 18 国家、省农业 其他职权 30个工作日 30个工作日 不收费 严格筛选申报单位，做好申报材料受理、审核、组织论证等工作，简化申报程序，争取实现最多跑一次。认定文件下达后 3个工作日内通知项目单
位；对不符合要求的单位问询做好解释告知工作。
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规划，提出相关措施
科技园区推荐上报
建议；负责全市创新型科技人才、科技 19 国家科技成果在线登记 其他职权 15个工作日 15个工作日 不收费 按照国家科技成果管理的标准和要求，优化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效果，做好南阳市科技成果的登记受理、审核把关。登记文件下达后 3个工作日
内通知项目单位；对不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问询做好解释告知工作。
领军人才队伍和创新型科技团队建
设。拟订全市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的 20 河南省科技进步奖 其他职权 60个工作日 30个工作日 不收费 根据河南省科技进步奖推荐工作要求，及时下达通知并指导帮助项目完成单位做好申报材料的准备工作。认定文件下达后 3个工作日内通知项
目单位；对不符合要求的问询做好解释告知工作。
措施计划；负责全市对外及涉港澳台地
推荐上报
区科技合作与交流事宜；组织实施国际 21 河南省节能减排科技 其他职权 20个工作日 20个工作日 不收费 按照河南省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示范企业申报要求，通知相关县市区组织申报工作。简化申报程序，做好项目材料受理、审核把关、研究推荐上报
科技合作计划；受市政府委托，负责全
工作。认定文件下达后 3个工作日内通知相关企业；对不符合要求的企业问询做好解释告知工作。
创新示范企业推荐上报
市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培训等出国日
省可持续发展
按照国家、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申报要求，通知相关县市区组织实验区规划编制，做好与省科技厅、国家科技部工作对接汇报，申报材料受理、审
常管理工作。拟订全市科学技术普及 22 国家、
实验区推荐上报 其他职权 30个工作日 30个工作日 不收费 核把关和推荐上报工作。认定文件下达后 3个工作日内通知相关县区。
工作规划，指导全市科普工作；负责科
按照河南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申报要求，必要时下发申报通知，简化申报程序，做好企业项目申报材料受理、审核把关和推荐上报工作。认定文
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规划、监督 23 河南省知识产权优势 其他职权 20个工作日 20个工作日 不收费 件下达后
3个工作日内通知企业；对不符合要求的企业问询做好解释告知工作。
企业推荐上报
指导；规划、指导全市民营科技企业和
依法进行处理后，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销毁制造侵权产品的专用设备、模具，并不得将侵权产品投放市场，侵权
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制定全 24 专利侵权纠纷处理 其他职权 120个工作日 120个工作日 不收费 产品难以保存的，
责令侵权人销毁该产品。认定侵权行为不成立的，驳回请求人的请求。
市科技促进农村和社会发展的意见、措
施，研究解决农村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科 25 专利纠纷调解 其他职权 120个工作日 60个工作日 不收费 当事人经调解达成协议的，由市知识产权局下达调解协议书；未能达成协议的，由市知识产权局撤销案件，并通知双方当事人。
技问题。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26 市专利奖评选 其他职权 90个工作日 60个工作日 不收费 南阳市发明专利授权奖每年评审一次，发明专利优秀奖、优秀专利发明人奖每两年评审一次。评审过程严格按照程序，简化专利奖申报、资料审核等
办事流程，严格组织评审论证，做好公示、文件下发等工作。认定文件下达后 3个工作日内通知项目单位；对没有评选上的项目问询做好解释告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