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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起职称评审要网上申报啦！

2019 年度全省职称评审工作亮点频出：
进一步打破户籍、地域、身份、档案等制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瞧

进一步打破户籍、地域、身份、档案等制约；实行职称
申报推荐诚信承诺制；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推荐数量上
浮 30%左右；网上申报、网上审核、无纸化评审……根据
国家和我省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精神，近日，河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下发《关于 2019 年度全省职称评审工作
有关问题的通知》
（下文简称《通知》），可谓亮点频出。
“我看到今年职称评定新政指出中小学教师高级职
称评审工作有一个原则，就是要坚持向一线教师倾斜，另
外，还给予了推荐数量上浮的优待，这让我感到特别鼓
舞！
”一位在郑州市中原区某小学工作了 15 年的语文老
师表示。

10 种儿童大病纳入
首批救治管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实行定点医院救治，实施家庭医生跟踪管理、确保全部
患者纳入医疗保险……10 月 9 日，河南省卫健委召开“儿童
血液病和恶性肿瘤救治”新闻发布会，会上，我省确定了 10 种
首批救治管理病种，对于这些疾病，今后，相关机构将从多方
面进行跟踪管理。

确定 10 种
首批救治管理病种

打破户籍等制约条件
畅通职称申报渠道
《通知》明确，进一步打破
户籍、地域、身份、档案等制
约 ，从 2019 年 起 ，在 河 南 工
作满 6 个月且与用人单位
（含中央驻豫单位以及在河
南域内注册的省外分支机
构）签订了聘用合同或者劳
动合同的专业技术人员，按
照属地（注册地）管理原则，
均通过本人工作单位申报职
称评审。
此外，
“ 对于全面实行岗
位管理、专业技术人才学术技
术水平与岗位职责密切相关
的事业单位，
一般应在岗位结
构比例内开展职称评审”。
会计系列从 2019 年起不
再实行评聘分开政策。
全面实行岗位管理的事
业单位，应在专业技术岗位结
构比例内自主申报年度评审
计划，按程序备案并上网公
示，严格按照已备案公示的年
度职称评审计划申报推荐职
称评审。

实行职称申报
推荐诚信承诺制
从 2019 年起，我省实行
职称申报推荐诚信承诺制，个
人申报职称和用人单位推荐
均要做出诚信承诺。
申报人不通过工作单位
申报而是跨地区、跨单位申报
职称，全面实行岗位管理的事
业单位未备案年度职称评审
计划申报职称或者超评审计
划申报职称，
用人单位未按照
规定程序要求推荐申报人员，
申报材料有不实或者隐瞒，以
及其他违反职称政策规定等
情形，均属违反诚信承诺制。

需要注意的是，对违反诚
信承诺制的单位和个人，
按有
关规定取消申报人申报资格、
撤销已取得的职称，同时对用
人单位和个人通报批评，
追究
责任，并记入职称评审诚信建
设档案库。

今年我省职称工作
实现网上申报
据悉，我省在今年 7 月 2
日正式上线运行了基于互联
网的河南省职称工作信息平
台。从今年起，我省通过职称
工作信息平台申报评审职称，
实现网上申报、网上审核、无
纸化评审和电子证书管理。
申报流程需要用人单位
联系省辖市、省直管县（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者
省直主管部门创建单位账号，
上传材料并通过审核。通过
审核后，用人单位管理员登录
平台，创建申报人账号。
国家部委、中央企业或外
省委托评审人员，实行线下申
报，可不通过职称工作信息平
台申报。
另 外 ，今 年 职 称 评 审 进
行网上审核，所以职称申报
资格审核环节不再提交纸质
材料，可以跟一摞材料说拜
拜啦！
此外，今年将试行无纸化
评审。从 2019 年起，我省评
审、考核认定、答辩考核类职
称，在发放纸质证书的同时，
制发电子证书。电子证书与
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今年的职称评审工作改
革的亮点很足！”现年 34 岁的
徐强，在一家省直事业单位工
作，他在受访时表示，
“原来评
职称时往往到处找资料，
准备
的纸质申报材料繁多得令人

心烦意乱，
今年启用了网上申
报，
审核环节也不用再提交一
摞摞的材料了，特别人性化。
希望能切实通过信息技术打
造职称阳光评审，
使得评审更
加透明公正！”

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
推荐数量上浮 30%左右
“以前有的小学老师辛辛
苦苦工作一辈子，
教了几十年
的书，
到退休还是中级职称。”
一位在郑州市中原区某小学
工作了 15 年的语文老师在受
访时表示，自己身边就有 45
岁左右的同事，
在纠结是否还
要争取在退休前评一下高级
职称，
“ 我觉得政策越来越好
了，
评高级职称的条件也有所
变化，
之前一些硬性指标已不
做要求，自然是要争取一下
的”
！
根据今年的职称工作新
政，
为鼓励把特别优秀的教师
推荐出来，
在中小学教师高级
职称评审工作中，
决定在以往
国家核准数量（261 人）的基
础上，上浮 30%左右进行推
荐。
相关部门参考各地教师
队伍规模、整体教育教学情况
以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等因素确定各地推荐数量。
《通知》明文表示，
要坚持
以德为先，切实把师德高尚、
教学技艺精湛、教育教学业绩
卓著、为基础教育事业做出突
出贡献、在本教育领域享有较
高知名度、同行公认的教育教
学专家推荐出来。要坚持向
一线教师倾斜的原则，
担任学
校和教研机构行政领导（正、
副职）职务的，不得超过当地
推荐总人数的 20%。

省卫健委医政医管处处
长李红星介绍，按照发病率
相对较高、诊疗效果明确、经
济负担重等原则，确定的 10
种首批救治管理病种，分别
是再生障碍性贫血、免疫性
血小板减少症、血友病、噬血
细胞综合征等 4 种非肿瘤性
儿童血液病；淋巴瘤、神经母
细胞瘤、骨及软组织肉瘤、肝
母细胞瘤、肾母细胞瘤、视网
膜母细胞瘤等 6 种儿童实体
肿瘤。
据了解，针对非肿瘤性
儿童血液病，结合前期开展
儿童白血病救治管理工作的
经验，确定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河南省儿童医院、河
南省肿瘤医院和河南科技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等 4 所医院
为省级儿童血液病定点救治
机构；针对儿童实体肿瘤涉
及诊疗环节多，分散在不同
医疗机构的特点，组建三个
跨医疗机构的诊疗协作组，
分别为淋巴瘤、骨及软组织
肉瘤诊疗协作组，牵头医院
为河南省肿瘤医院、郑州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母细
胞瘤、视网膜母细胞瘤诊疗
协作组，牵头单位为河南省
儿童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肝母细胞瘤、肾母细
胞瘤诊疗协作组，牵头单位
为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儿童医院。
李红星说，针对这些疾
病，各医疗救治机构按照统
一要求，将每位患者的诊疗
信息及时、准确、完整上报国
家病例信息登记系统。
同时，根据救治管理工
作需要，各医疗机构应加强
诊疗信息在各医院之间互联
互通，为患儿提供全程健康
服务。实施家庭医生签约管
理，指导做好救治组织、定期
复查，提供居家、社区感染防
控、健康指导等服务，宣传引
导患者有序分级诊疗。
此外，李红星强调，对于

符合条件的贫困儿童血液
病、恶性肿瘤患者及家庭，各
地要落实资助参加基本医疗
保险政策，确保全部纳入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范围。
对罹患儿童血液病、恶性肿
瘤等大病的困难群众，全面
贯彻落实我省各项医保倾斜
政策，同时积极探索推进商
业补充保险，发挥综合保障
效益，合力降低患者费用负
担。
此外，针对实体肿瘤患
儿在多医疗机构就诊的需
要，医保部门要简化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转诊备案手续，
简化、优化结算报销流程，积
极推行基本医保、大病保险、
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
险、医疗救助等“一站式”结
算服务。对符合社会救助条
件的特殊困难患儿和家庭按
规定及时给予保障救助。

8 岁以下孩子应
半年做次腹部彩超
今年 9 月份，27 岁的刘
女士（化名）在给 1 岁女儿洗
澡时发现，女儿肚子上腹部
鼓起来一个小包，于是，赶紧
带女儿去医院检查，结果显
示，
女儿是肝母细胞瘤。
“所幸发现得早，上周刚
做完手术，这两天就可以出
院回家了。”郑大一附院儿童
实体肿瘤专家张大说，绝大
部分儿童肿瘤都发生在 8 岁
以下，而且夏季患者多，这是
因为夏天孩子穿得薄，大人
容易发现。
张大说，儿童肿瘤早期
大多不太有典型症状，一旦
有症状，往往已经到了晚期，
所以这就需要家长多留意。
“最直观的方式就是让
孩子平躺，抚摸孩子的腹部，
一旦发现有不明的肿物，要
及时去医院。”张大说，此外，
对于 8 岁以下的孩子，他建
议，每半年做一次腹部 B 超，
这样可以早发现早治疗，因
为相对于成人来讲，儿童肿
瘤预后效果要好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