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潘 兵
视觉编辑 郭显婷
邮箱 qnrb999@163.com 2022年5月9日 星期一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

深入学习贯彻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本报讯 5月 6日，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召开全州公共
资源交易系统视频会议，传达学习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州委
十二届三次全会精神，要求全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第十
三次党代会和州委十二届三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通过党组会、理论学习中心组、读书
会、全体干部职工会等深入学习和领会，中心班子成员要先
学一步，精研细读，深入分管领域、联系点抓好宣传宣讲，推

动会议精神入脑入心、落地落实。
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要求，全州公共资源交易系统要结

合公共资源交易工作实际，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严格按照
“建设高标准高水平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和“深化公共资源交
易信息化平台建设”目标，进一步细化任务，加快州公共资源
交易（州县一体）信息化平台建设，强化公共资源交易服务见
证、深化区块链技术应用、推进农村产权入场交易等，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提升全州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水平。要坚决履行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聚焦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不断改
进作风，打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公共资源交易环境，以高质量
作风保障高质量发展。 （杨正宁）

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着力提升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水平
■ 4月21日，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

刘华龙出席2022年全州“一窗通办‘2+2’
模式”改革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工作推进会
并讲话。

■ 4月29日，副州长杨显龙在黔南分
会场出席2022年贵州省庆祝“五一”国际劳
动节暨表彰大会并讲话。

■ 5月6日，副州长杨显龙出席国务院
安委会专项督导帮扶组水上交通组进驻黔
南下沉蹲点督导帮扶动员会并讲话。

■ 4月23日，州政协副主席邵其岷出
席2022年“黔南动起来”中国体彩社区运动
会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政 务 简 报

近年来，我州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努力引导和
拉动偏僻、高寒山区农户与城市近郊群众同步发展。目
前，在全州各县（市）海拔较高的水田大量种植的海花
草，亩产收益是常规植物种植收益的2至3倍，为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构筑了坚实基础。

闵应炳 赵天恒 摄

海花草种植基地

都匀市斗篷山村村民在翻晒海花草都匀市斗篷山村村民在翻晒海花草

黔南黔南：：小小海花草成为村民小小海花草成为村民““致富草致富草””

为深入推进人才大汇聚，加快实施人才强州战略，着力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事业单位干部队伍，围绕“四新”主攻

“四化”，经研究，现就 2022年人才引进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引才原则
人才引进工作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按

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实行职位公开、自愿申
报、择优选拔的用人机制。

本次公开引进工作采取“统一部署、分级负责”的方式进
行。统一发布公告、统一网上报名，按管理权限分级负责组
织实施，黔南州2022年公开引进事业单位高层次和急需紧缺
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安排全州引才工作和组织州本
级引才测评工作，各县（市）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本地区的引才
工作。

引才计划及职位
本次共计划引进人才388名，其中，州级引进人才74名，

县（市）级引进人才140名，镇（乡、街道）引进人才174名。详
见《黔南州2022年公开引进事业单位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
职位表》（见附件）。

引进对象及条件
（一）引进对象
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毕业人员。
（二）引进条件
1.政治素质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场坚定，爱党爱国，有
理想抱负和家国情怀，甘于为国家和人民服务奉献，志愿到
黔南服务、服从组织安排。

3.年龄在 30周岁以下（1992年 5月 1日及以后出生），获
得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获得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
可放宽到 35周岁（1987年 5月 1日及以后出生）,获得副高级
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年龄可放宽到40周岁（1982年5月1日及
以后出生）,获得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
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到 45 周岁（1977 年 5 月 1 日及以后出
生）。

4.2022年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应如期毕业并在 2022年
12月31日前取得相应职位所需的学历、学位证书。

5.具有适应职位要求的身体条件和其他条件。
6.有以下行为之一的，不得作为引进对象：
（1）有违法违纪行为的；
（2）有学术不端和道德品行问题的；
（3）经考核政治素质不达标的；
（4）自本公告发布之日为黔南州内党政机关、国有企事

业单位的正式工作人员或州内上述单位已办理录（聘）用手
续的人员；

（5）州内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辞职或与原单位解除聘
用关系不足一年的人员；

（6）有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不得聘用为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的其它情形。

引进程序
（一）网上报名及资格初审
报名统一在网上进行。网上报名按以下程序进行：

1.网上报名。报考人员须在2022年5月16日9:00—5月
22 日 16:00 期间登陆“黔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网”服务平台
（网址：http://61.189.223.215:8001/）进行网上报名。

报考人员对照公布的引进职位表只选择一个职位进行
报名，报名与测评时使用的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必须一致。
报名时，报考人员须根据所报职位要求，准确填写《报名信息
表》，所填信息及照片核对无误后，正确提交《报名信息表》。

报考人员故意隐瞒本人重要信息或提供虚假报考申请
材料的，一经查实，立即取消进入下一环节的资格。

报考人员报名时，须认真仔细阅读《报名信息表》，如实
填写和提交本人有关信息。《报名信息表》所填信息不真实、
不完整或填写错误的，责任自负；委托他人报名，若报名信息
出现上述情况，视同报考人员本人填写，由报考人员本人承
担责任。凡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引进资格。

2022年 5月 16日 9:00—5月 21日期间，每日 16:00后，将
在“黔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网”公布报名人数，供报考人员参
考。

2.网上资格初审。资格初审时间为 2022年 5月 16日 9:
00至5月24日16:00。按照“统一部署、分级负责”原则，州属
事业单位负责对本单位引才职位的报考人员进行网上资格
初审，各县（市）负责对本地区引进职位的报考人员进行网上
资格初审。审核人员根据报考人员填报的个人信息，对照

《引才公告》和职位所需的资格条件进行资格初审，经初审合
格的予以审核通过。

对已提交并确认的报名申请，须在48小时内审核确认报
考人员是否具有报考资格。符合条件的，不得拒绝报名；经
审查不符合条件的，应说明理由。

报考人员请在资格初审时间内登陆报名平台，查询是否
通过资格初审。通过资格初审的报考人员，不得再修改任何
报名信息，确因信息有误须修改（报考单位和报考职位不得
修改）的，须本人向州属引才单位（或县市考务机构）提出申
请，经审核同意后方可修改。

资格初审不合格人员，在报名期间（截止 2022年 5月 22
日 16:00）可修改报名信息并重新确认。2022年 5月 22日 16:
00至5月24日16:00期间，报考申请未审核通过的，不得再修
改任何报名信息，视为报名失败。

3.网上缴费。通过资格初审的报考人员于 2022年 5月
16日 9:00至 5月 25日 16:00期间登录“黔南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网”服务平台（网址：http://qnrsj.cn/）进行网上报名确认并
缴纳 100元/人报名费。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缴费者视为自
动放弃。请报名人员缴费成功后打印报名信息表备用。

（二）资格复审与测评
资格复审对象为资格初审合格人员。
根据各单位职位报名情况并结合职位工作实际，采取面

谈等方式对报考人员进行业务理论知识、专业技能水平及其
他履职能力方面的测评，根据测评情况确定拟引进人选。测
评前对网上报名资格初审合格人员进行资格复审，资格复审
及测评时间及相关事宜另行通知。

本次引进每个职位最终进入资格复审与测评环节人数
适时公布。

（三）体检考察
1.体检。体检根据测评结果按照职位引进计划数等额

确定体检对象。体检必须在指定的县及以上综合性医院进
行，并在规定时间内由体检医院出具体检结论。其他结论、
鉴定一律不予认可。

体检参照最新版《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和
我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放弃体检或体检不合格的，取消进入下一环节资格。体
检费用由考生自理，体检的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2.考察。体检合格考生确定为考察对象。考察内容主
要包括考生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学习和工作表
现、遵纪守法、廉洁自律以及是否需要回避等。考察时还须
进一步核实考生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确认其报名
时提交的信息和材料是否真实、准确。

考察工作由引才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具体负责实施。考
察标准、程序和方法按事业单位聘用人员有关标准和要求进
行。

体检、考察环节中发现不适宜引进情形或报考人员主动
放弃的，可以进行递补。

（四）公示与聘用
1.公示与签约。考察合格的人员确定为拟引进人员，拟

引进人员名单面向社会公示 5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公
示期间有举报并经查实影响聘用的，取消聘用资格。一时难
以查实的，待查实并做出结论后再决定是否同意引进。公示
期满没有反映或者有反映经核实不影响的，由组织、人社部
门与引进人选在规定的时间内签订就业协议（其中应届毕业
生签订三方就业协议），逾期的视为主动放弃。

2.聘用。拟引进人员公示无异议或反映的问题不影响
聘用的，按规定办理聘用及备案手续。被聘用人员与用人单
位签订聘用合同。聘用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满考核合格
的，予以正式聘用，考核不合格的取消聘用。

被聘用人员应按用人单位要求按时报到。除不可抗力
因素外，超过规定报到时间15天仍未报到的，取消聘用资格。

公示与聘用环节产生的职位空缺不予递补。

政策待遇
（一）州、县（市）部门引进政策
引进人员符合州或县（市）在人才补贴、住房补贴、安家

费等方面有关人才引进优惠政策或待遇的，享受相关政策和
待遇。

（二）镇（乡、街道）引进政策
1.引进人员纳入财政全额拨款的镇（乡、街道）事业单位

编制，按照有关规定签订聘用合同，实行试用期。试用期满，
经考核合格，予以定岗定级；表现优秀者，纳入各县（市）党委
组织部管理的优秀年轻干部进行重点培养；考核不合格者解
除聘用合同。

2.引进人员在镇（乡、街道）服务年限（含试用期）不少于
3年，服务期内各县（市）组织、人社部门和所在镇（乡、街道）
党委（党工委）要加强跟踪培养考核，根据跟踪考核情况，表
现优秀、实绩突出、群众认可，符合条件的，可择优选拔担任
事业单位领导人员；或者调任乡科级领导职务；或者经考核
择优交流到县（市）事业单位工作。

3.引进人员按政策享受国家规定的各项工资福利待遇，
自缴存住房公积金当月起，即具备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条
件，每户贷款最高额度可放宽到工作所在县（市）个人住房公
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的两倍。

4.硕士研究生及以上，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引
进人员，其配偶就业促进工作，各县（市）组织、人社部门根据
引进人员配偶具有的学历学位、专业特长、从事工作等条件，
按本地人才引进有关政策引进安置。

5.引进人员的子女入学，由各县（市）组织、人社、教育部
门负责协调，可安排在县城公立中小学入读。

镇（乡、街道）引进人员符合工作所在县（市）有关人才引
进优惠政策或待遇的，结合本次引进政策，按照就高原则享
受相应层次的人才奖励政策或待遇。

纪律监督
此次引进工作严格按照有关程序和标准进行，主动接受

纪检监察部门和社会各界监督。如有弄虚作假或徇私舞弊
等行为的，一经查实，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监督电话：
0854-8222293、0854-12388、18385461787（黔南州纪委州监
委派驻第二纪检监察组）

相关事宜
（一）考生在参加引进考务相关环节前，仔细阅读疫情防

控有关事项，并严格按照要求做好相关工作，凡违反常态化
疫情防控规定，隐瞒、虚报旅居史、接触史、健康状况等疫情
防控重点信息的，一经查实，不予引进。

（二）考生在提交报名信息后，请务必保持通讯畅通，因
无法与考生取得联系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三）本次人才引进未尽事宜及特殊情况，由黔南州2022
年公开引进事业单位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研究确定。

招聘政策咨询电话：
0854-8225739（州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0854-8224308（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事业单位人事

管理科）
网络报名技术咨询电话：
0854-8234166（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人事考试中心）
附件：（扫描二维

码下载附件）
1.黔南州 2022年

公开引进事业单位高
层次和急需紧缺专业
人才职位表

2.黔南州 2022年
公开引进事业单位高
层次和急需紧缺专业
人才高校名单

黔南州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黔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5月7日

贵州省黔南州2022年公开引进事业单位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公告

5月7日，记者从黔南州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2022年，黔南州公开引进事业单位高层次和急需紧
缺专业人才 388名。

为奋力推动乡村振兴开新局，全面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黔南州广泛汇聚各方面优秀人才建功立业，以开
放的视野、爱才的诚意、灵活的方式，启动了2022年公开引进事业单位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工作。热忱欢迎
有志于扎根基层的优秀青年踊跃报名！

连日来，罗甸县沫阳镇麻怀村食用菌种植基地的19万棒
“黄金菇”榆黄菇迎来丰收采摘期，当地村民忙着采摘、分拣、烘
干，供应市场需求。

近年来，为进一步加快农业产业化结构转型升级，罗甸县
麻怀村按照以短养长、长短结合的发展思路，采取“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食用菌、早春蔬菜等特色产业，用固
定分红壮大村集体经济，以土地流转租金促进农户增收，将收
益分红助力当地乡村振兴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肖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