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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杜玲）为满
足教育事业发展需要，温县人
社局决定到河南师范大学、信
阳师范学院等高校公开招聘高
中教师25名，聘用人员将列入
财政全供教师事业编制。

本次招聘的 25 名教师包
括，温县第一高级中学的20名
教师和温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的 5 名 教 师 。 招 聘 条 件 为 ：
2019 届毕业生应持就业推荐
函，并在2019年7月31日前取
得报考学科的相应毕业证、教

师资格证以及就业报到证或出
具成绩合格证明；有工作经历
要求的岗位，应聘者须由工作
单位出具工作经历证明，工作
经历是指此人取得相应学历和
学位后的相关工作经历，工作
经历计算截止时间为2018年12
月31日。

本次报名采取现场报名的
方式进行。符合条件的大学
生，于5月23日至24日，到河
南师范大学东校区计算机与信
息工程学院一楼大厅报名。

温县公开招聘25名高中教师

5月份以来，全市人社系统深入2600企业，收集4.9万个用工信息，求职者可登录天纵英才网、焦作就业创业网（http://www.jzjycy.com），或微信关注焦作人才（微信号：
JZRC0391）查看其他招聘信息，也可下载安装“人社一点通”手机求职软件，不出家门找工作。现将部分企业就业岗位信息推荐如下：

5月份焦作市用工信息推荐（摘选）

本报讯（记者杜玲） 5 月 10
日上午，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
长王东林到市人才交流中心调
研。他强调，做好人才工作，要
突出“四个服务”，做到“四个清
楚”，抓好“四个着力”，为全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
撑。市人社局调研员董晓敏陪同
调研。

当天，王东林一行巡视了焦
作市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现场，
与用人单位和应聘大学生进行交
流；察看了该中心人才服务大厅
各窗口工作人员的业务办理情
况。

在 随 后 召 开 的 座 谈 会 上 ，
王东林听取了市人才交流中心
主任陶钧钊所作的相关工作情

况汇报，对市人才交流中心取
得的显著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说，长期以来，面对人员少、
事情多、任务重等困难，市人才
交流中心全体工作人员以大局为
重，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勇于
探索，很多工作走在了全省的前
列，难能可贵。当前，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人才工作，主要领
导逢会必讲人才工作，面对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任务、新要
求，做好人才工作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

王东林要求，做好人才工
作，要突出“四个服务”。一是服
务好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和
要求，做到“大旗往哪里指挥，
我们就往哪里冲锋”，积极主动、

不等不靠。二是服务好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围绕我市十大重
点产业项目，开展人才引进工
作，积极主动落实好市委、市政
府部署的中心工作。三是服务好
基层和相关用人单位，了解用人
单位的用工需求，有针对性地解
决问题。四是服务好各类人才，
大力开展“项目落地结对”、人才
座谈会等活动，对引进的人才要
负责到底，全力做好跟踪服务工
作，进一步疏通绿色通道，切实
为人才解决实际困难等。

王东林要求，做好人才工
作，要做到“四个清楚”。一是清
楚上级人才政策的动向，做到有
的放矢地提供服务。二是清楚周
边地市、先进地市人才工作的特

色经验和做法，合理借鉴、灵活
运用。三是清楚本地人才基本情
况，大力开展全市人才状况调
研，努力拓宽思路，发挥部门优
势，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全
力推进这项工作。四是清楚我市
人才引进工作的重点、难点和突
破点，找准问题根源，确保“对
症下药”。

王东林强调，做好人才工
作，还要抓好“四个着力”。一是
着力为市委、市政府当好参谋与
助手，积极主动开展工作，形成
部门合力，找准人社部门与相关
职能部门的工作结合点，共同做
好人才工作。二是着力做好人才
引进的体制机制保障等基础性工
作。要把现有的政策用足、用

活，建立健全关心人才、帮助人
才的相关制度。三是着力开展好
海创会、全国巡回招聘会、高校
专场招聘会等招才引智活动，打
开思想的“总阀门”，进一步丰富
活动形式，让活动更接地气、更
有效果。四是着力解决高层次人
才引得进、留得下的问题。为高
层次人才提供的政策既要有普惠
性，还要有特色，要花时间、下
功夫，调研并解决高层次人才的
实际需求和困难；要调动用人单
位的积极性，鼓励有魄力的企业
家采取创新举措引人才、留人
才；要开展导向性宣传，在全社
会营造“重视人才、关心人才、
大力引进人才、发挥人才作用”
的浓厚氛围。

王东林在市人才交流中心调研时强调

突出“四个服务”做到“四个清楚”抓好“四个着力”
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本报讯 （记者杜玲） 日

前，市政协副主席买万国带领
市政协民主监督小组成员到市
人社局对接民主监督工作，标
志着市政协委派民主监督员到
市人社局开展民主监督工作启
动。据悉，今年，民主监督员
将对该局的民生重大工程、全
市考务活动、事业单位招聘等
工作进行全程监督。

民主监督员到市人社局开
展民主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
了解该局贯彻执行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及
局党组重大决策和决定的贯彻
落实情况，年度工作任务目标
完成情况、工作人员履行职责
情况、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

履行情况，政协建议、提案办
理以及政协民主监督员意见和
建议的整改落实情况。

根据市政协工作要求，民
主监督员主要采取明察与暗访
相结合、阶段性监督与全程跟
踪监督相结合、个人监督与组
织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民主
监督。

“市政协委派民主监督员到
市人社局开展民主监督，是促
进市人社局进行民主决策、提
高工作效能、改进工作作风的
重要契机。”市人社局相关工作
负责人表示，该局将加强与民
主监督员的联系，全力配合市
政协开展工作，奋力开创人社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市政协委派民主监督员
到市人社局开展民主监督

本报讯（记者杜玲）根据
省人社厅统一部署，从昨日
起，我市正式上线运行了河南
省社会保障信息系统 （以下简
称新系统）。目前，涉及全市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市本级、中
站区、示范区失业保险的所有
业务，都可通过新系统受理。

据了解，河南省社会保障
网的服务平台业务覆盖了全市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市本级、
中站区、示范区失业保险的参
保单位和职工，按照“网厅一
体化、业务财务一体化、业务
档案电子化、公共服务多样
化”标准，采用“前台综合受
理、后台分类经办、统一窗口
出件、业务流程驱动”的经办
模式，参保单位可通过该服务
平台申报办理人员停保、人员
新参保、基数申报等业务。参
保职工在该网站注册后，可查
询个人参保缴费、待遇发放的
明细信息以及个人业务办理进
度和审核结果，打印个人社保
参保缴费证明、个人权益单、
信息查询单等。此外，灵活就
业人员还可以在线申报缴费基
数。

新系统于5月9日开始试运
行，5 月 15 日正式上线运行。

昨日，记者在市人社大厦社保
业务经办大厅看到，该大厅新
设置了受理区、咨询区、自助
服务区。受理区设置了 8 个社
保业务受理窗口，不分险种、
科室，综合受理市本级新参
保、停保、退休待遇等业务。
此外，受理区还设置了 2 个社
保业务处理出件窗口。自助服
务区配备 4 台电脑，参保单位
可自助网上申报相关业务，参
保人员可以自助查询和打印参
保缴费证明、个人权益记录单
信息、缴费明细等。

“新系统上线运行后，我们
进一步调整了经办服务模式，
实现了实体大厅与网上平台的
业务深度融合。”市社会保险事
业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如
今，社保经办服务窗口真正实
现了“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
类经办、统一窗口出件、业务
流程驱动”，并同步推动了稽核
内控体系建设，优化了经办服
务标准化体系，我市社会保险
服务便民能力全面提升。

为了参保单位更便捷地办
理社保业务，市社保局已将河
南省社会保障网的服务大厅链
接和办理事项的程序、所需材
料公布在该局的官网上，下一
步，还要继续精减申报材料、
取消业务填表。

我市社保系统全面升级
全省社保新系统上线运行

本报记者 杜 玲

“这是‘彩虹西瓜’，个体平
均重 1.25 公斤。你看，‘彩虹西
瓜’的瓜瓤颜色为红色、橙色与
乳黄相间，其横切面就像美丽的
彩虹，它的名字就由此得来。与
普通西瓜相比，‘彩虹西瓜’的含
糖量更高，非常甜，大家可以品
尝一下！”5月14日上午，修武县
五里源乡南庄村在市人社大厦的
大院门岗处设立了“爱心瓜”认
购点，市人社局驻该村第一书记
李良勇在介绍“彩虹西瓜”，吸引
不少路人和办事群众驻足购买。

当得知“彩虹西瓜”出自南
庄村这个贫困村，且卖瓜人是市
人社局的驻村干部时，大家纷纷
对该局和李良勇真心实意为群众
办实事的情怀所感动。小箱 40
元、大箱 90 元，大家纷纷解囊，
不到半个小时，十几箱“彩虹西
瓜”便销售一空。

2010年，南庄村被确定为省
级贫困村。当时，该村人心涣
散，经济基础薄弱，贫困户占全
村总户数的近三分之一。在市人
社局的倾情帮扶下，经过 6 年的
努力，该村摘掉了“贫困帽”。目
前，该村 39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中，已有38户实现脱贫，且无一
户返贫。

脱贫只是该局开展帮扶工作
的小目标，让南庄村大发展、让
乡亲们奔富路，才是帮扶工作的
最终目标。李良勇介绍，去年，
在县、乡和市人社局的大力支持
下，该村建成了占地80亩的五里
源乡绿园生态农业体验中心，建
成 27 座大棚，其中“彩虹西瓜”

“蜜宝甜瓜”大棚各3座，其余大
棚种植了番茄、豆角、青椒、茄
子等蔬菜，着力打造“绿富美”

田园综合体。
5月6日，市人社局党组副书

记、副局长卫宝泰带领20余名党
员代表走进南庄村，参加该村举
办的“‘瓜宝宝’认亲”活动。
当天，20 余家爱心企业和 200 多
名爱心人士购买“彩虹西瓜”
1459 箱 ， 并 募 集 了 爱 心 基 金
14590 元。其中，市人社局党员
购买了300箱“彩虹西瓜”。

近年来，市人社局以党建扶
贫为引领，实行党支部与贫困户
一对一帮扶机制，定期开展帮扶
活动。截至目前，该局已资助80
万元为南庄村建设了文化活动广
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并配合
县、乡向上级争取260.8万元资金
建成了蔬菜大棚，利用50万元驻
村第一书记专项扶贫资金建成了
占地150平方米的冷库，硬化了3
条农田道路。此外，该局还开展
了就业扶贫、社保扶贫、技能扶
贫、产业扶贫、项目扶贫等，全
力开拓南庄村的乡村振兴之路。

随着“彩虹西瓜”相继成
熟，园区还有一大半“瓜宝宝”
未找到销路，希望广大市民和爱
心商家伸出援手，和乡亲们一起
拓宽“彩虹西瓜”销路，带动该
村走稳致富路。

企业名称

焦作文武商贸有限公司

焦作市亿辰燃气销售有限公司

博爱新开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盈硕置业有限公司

新乡市巨浩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焦作金得利新都汇项目）

焦作快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焦作市山阳众邦广告设计部

焦作市佳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焦作思远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数据管理员、总经理助理、会计、
人力资源部经理

会计、销售员

化验技术员、研发助理

园艺师、水电工程师

行销专员、行销主管

市场推广专员、外卖骑手、业务主管

平面设计、杂工、安装工

焊工、电工、仪表工

客服专员、销售员

条件

大专

中专

大专

大专

不限

大专以上学历

平面设计高中以上学历

焊工初中以上学历；电工、仪表工
专科及以上学历

不限

人数

10

20

5

10

30

20

6

15

8

月薪（元）

2000~3500

面议

2600~7400

面议

3000~10000

3000~6000

2000~3500

3000~5000

2500~5000

工作地

山阳区远大南北苑

山阳区华融国际水岸

博爱县文化路（东段）1888号

沁阳市工业路南侧

解放路与普济路交会处（西城
美苑南门）

山阳区华融国际水岸

山阳区北环路中森家园北门
斜对面路北

中站区

山阳区龙源国际62号楼11层
179号

联系人

田经理

吴经理

卢主任

陈经理

程先生

王女士

赵女士

王艳艳

路 路

联系电话

13782880827

13462887133

（0391）8694479

15937193850

15225125189

（0391）3650989
17719980993

13782759119

13623910845

1853018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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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庄村：“瓜宝宝”为乡亲拓宽致富路
希望广大市民、爱心商家和乡亲们一起拓宽“彩虹西瓜”销路

新系统运行后，参保单位可随时随地网上申报社保业务，也
可在大厅自助服务区申报社保业务。图为昨日，我市参保企业工
作人员正在自助服务区网上申报社保业务。

本报记者 杜 玲 摄

5月14日上午，一位女士在“爱心瓜”认购点购买“彩虹西瓜”。
本报记者 杜 玲 摄

日前，市民到五里源乡绿园生态农业体验
中心购买“彩虹西瓜”。

本报记者 杜 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