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市人社局印发了《重庆
市特殊人才职称评定办法》，本市
各类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
织中确有真才实学、能力和业绩
突出、业内和社会认可的人员，均
可申报特殊人才职称评定。据
悉，今年申报时间为2017年 9月
25 日至 10月 13 日，符合要求的
市民赶快申报吧！

以下这几类人员可申报

哪些人员适用于本办法？市
人社局介绍，主要包括本市各类
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中
确有真才实学、能力和业绩突出、
业内和社会认可的人员，各类引
进高层次人才，援外援藏的专业
技术人才，机关分流到企事业单
位人员，企业高技能人才，在内地
就业的港澳台专业技术人才，以
及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或各地
颁发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的

外籍人员等，但不含国家实行“以
考代评”或“考评结合”的专业。

如何评价为业绩突出呢？市
人社局提供了一份《特殊人才申
报职称业绩成果参照表》，比如新
闻出版业，获得“长江韬奋奖”或
者中国新闻奖一等奖1项或者二
等奖 3项（集体奖除外），可申报
正高级；获得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1项（集体奖除外），可申报副高。

需要注意的是，公务员、参照
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离退休人
员以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
（按规定办理了延长退休手续的
除外）不适用本办法。

申报需符合哪些条件？

据悉，特殊人才申报评定职
称，必须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和法律，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敬业精神，科研、学术方面无不良
诚信问题；

2.具备履行相应岗位职责的

实际工作能力和专业知识；
3.国家规定有职业（执业）资

格准入要求的须具备相应的资格
条件；

4.申报的职称系列或专业有
基本工作量要求的（如教师课时
量、医生门诊量等）须符合相应要
求；

5.身体健康，能履行正常的岗
位职责；

6.经本专业 2名取得正高级
职称 5 年以上的专家实名举荐
（援外援藏人员除外）。

如何评定？怎样申报？

据了解，全市特殊人才职称评
定工作由市职称改革办公室负责，
在全市专家评审库中选聘同行专
家组成专家组（实行组长负责制）
评定，或委托全市相应专业的评审
委员会评定。今年申报时间为
2017年9月25日至10月13日。

评定的程序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本人申报：符合申报条件的

特殊人才，如实填写《重庆市特殊
人才职称评定申报表》、《重庆市
特殊人才职称申报公示表》，并提
供有关佐证材料的原件和复印
件，材料包括学历、学位证、职称
证、获奖、科研、论文、论著、专利，
同行专家实名举荐意见、经济社
会效益鉴定等材料，其中原件交
推荐单位审验后返还，复印件加
盖推荐单位鲜章上报。流动人员
按照市人力社保局《关于做好我
市流动人员职称申报评审工作有
关 事 项 的 通 知》（渝 人 社 发
〔2017〕235号）相关要求，提交申
报材料。

2.单位考核推荐：同行专家举
荐应就申报人员的知识、能力、业
绩、水平作出客观的评价，填写举
荐意见。

特殊人才所在单位择优推
荐，有条件的单位应提交内部评
委会评议推荐，并在本单位公众
场所进行不少于3个工作日的公
示后上报。

3.主管部门审核：重点核实各

单位报送的申报材料，将申报人员
基本信息在部门网上集中公示3
个工作日，报市职称改革办公室。

4.专家评定：专家组或受委托
的评委会负责根据申报人提交的
申报材料、单位考核推荐意见组
织答辩，也可根据需要增设实地
考察环节，同时，参照相关系列专
业技术资格申报条件，对申报人
的学术技术水平、业务能力、实际
工作业绩、成果和贡献进行评价，
实名投票表决。

5.资格核准：评定工作结束
后，通过人员名单由市职称改革
办公室在“重庆专业技术人才工
作网”公示 5个工作日。对公示
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查实无问
题的人员，由市职称改革办公室
发文公布评定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特殊人才职
称评定工作，原则上每年组织一
次，也可根据实际需要不定期进
行。此外，已通过评定使用过的
业绩成果，不能再次在申报评定
高一级职称时使用。

我市特殊人才职称评定办法出炉 25日起开始申报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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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三天晴 最高33℃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刘真重庆首条公交优先道启用

19日后违规驶入罚200元

从小爱舞拖把 12岁男孩一年半拿了6个高尔夫冠军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秦健

重庆商报讯 在刚结束的中
国青少年高尔夫精英赛中，来自重
庆外国语学校华岩校区初一28班
的学生吕泓毅，拿到了男子C组冠
军。据悉，12岁的吕泓毅从去年3
月开始参加各类青少年高尔夫比
赛，一年半来获得了6个冠军。

初学无趣
挥杆练了两个月

昨天上午，记者在重庆外国
语学校华岩校区见到了吕泓毅，
白皙的大腿和黝黑的手、脸形成
鲜明对比。“我本来比较白净，但
因为常在高温下练习、比赛，结果
就遭晒黑了。”腼腆的吕泓毅笑着
告诉记者，他学习高尔夫有 5年
多了。因为小时候在家里总喜欢
舞动拖把，爸爸妈妈觉得他力气
大，可以去尝试打高尔夫。7岁的
时候，妈妈就真让他开始接触高
尔夫了。

“刚开始打很无聊，每天都在
练挥杆，练了整整两个多月，非常

枯燥。”吕泓毅说，他原本想放弃，
但想着回家也不好玩，只得留下
来继续练习。两个月后，他正式
接触了高尔夫球，看到球飞来飞
去，他才觉得好玩起来。

除了周一
每天练习4小时

从那时起，吕泓毅就没停止
过高尔夫练习。他告诉记者，除
了周一休息，其余时间几乎每天
都风雨无阻。上午在学校上课，
下午去练球，每天差不多都要练4
个小时。

很多外人看来，练习高尔夫是
一项非常悠闲的运动，其实并非如
此。小泓毅告诉记者，具体来说，
打一场18洞高尔夫球，身体除了
要挥杆二三百次以上（包含试挥
杆）所需的气力外，还需要步行上
万步的路程。有时还会遇到上坡
下坡的山地球场或在高温暴雨天
气打球，没有相应的体能是非常吃
力的。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他就
挥杆数万次。“有次手腕还受了伤，
过了一个月才恢复。”

“以前比赛的时候还能坐会
儿车，现在越来越高级，都是走
路。这次三天比赛下来，我就走
了十多万步。”吕泓毅说，为了训
练体能，他每天都要练习仰卧起
坐、俯卧撑、蛙跳等。

理想是成为职业运动员

自一年半前，吕泓毅开始四
处报名参加比赛。“我去过广州、
深圳、上海、昆明、天津等地打比
赛。从去年起，平均每个月都有
一两场比赛。”吕泓毅说，参加比
赛，他接触了很多人，也结交了很
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而他的理
想是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将来
有一天能成为世界冠军。

母亲谢女士说，作为家长，她
希望儿子快乐成长，而不在乎一
定要打出什么成绩。“我们从不给
他施加压力，让他保持快乐平和
的心态很重要。”

学校成立了高尔夫球队

记者从重庆外国语学校华岩

校区了解到，该校成立了我市首
支中学生高尔夫球队，目前正式
队员 7 名，还有不少候补队员。
校园会定期开设课程，为学生们
请教练来校园授课。

“高尔夫绝对不是一项简单的
体育运动，里面蕴含着大量的教育

因素和人的成长因素，比如自律、
为他人着想、礼貌、礼仪、规则和纪
律意识等。这些是孩子成长中非
常重要的品行。”该校相关负责人
介绍，而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学
校还特地聘请了专业教练，希望孩
子们能够得到全面发展。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三波 记者 代庆 见习记者 陈竹

重庆商报讯 为给予公交车
较高的道路使用权，减少延误，缩
短行程时间，提高城市公交服务
水平和吸引力，9月12日，重庆首
段城市公交优先道正式投入使
用。据悉，这条公交优先道起止
点是渝中区长江一路两路口到大
黄路立交（双向），路段全长3.5公
里（单向）。记者昨日在肖家湾上
了公交车，进行了随车体验。

高峰期3.5公里拥堵路段
用时仅仅10分钟

昨日早上7：42，记者在肖家
湾公交站，上了一辆从广厦城开
往两路口方向的403路公交车。
7：44，车辆到达鹅岭站；7：48，车
辆到达国际村站；7：57，车辆到
达终点站两路口，公交车一路畅
通无阻。而从鹅岭到国际村，其
他车道上的社会车辆行驶速度明
显要缓慢得多。

据 403 路驾驶员杨晓雯介
绍，在公交优先道投用以前，早
高峰从肖家湾开到两路口，动辄
耗时 30分钟以上。公交车时常
被社会车辆加塞，不少乘客甚至
中途下车，改乘轨道一号线。现
在有了公交优先道，这段路在高

峰期平均只需要10分钟。
而乘客张先生告诉记者，现

在乘坐公交车上班，再也不用担
心迟到了。而在以前，如果遇到
堵车，乘客从国际村下车走到两
路口，往往比行驶中的公交车还
快。

19日后工作日高峰时段
违规驶入者将罚200元

据市交巡警总队相关负责人
透露，公交优先道沿线共有7个公
交停车港湾，其中肖家湾往两路
口方向3个，两路口往肖家湾方向
4 个；运行时段为工作日的 7：
00～9：00和 17：00～19：00。在
该时段内，公交优先道仅允许公
交车、机场巴士、执行任务的特种
车辆及校车等车辆驶入，其他社
会车辆禁止驶入。为方便识别，
除了在公交优先道沿途设立相关
提示标志外，警方还在地上专门
涂装了红色防滑薄层，标注了“公
交专用”几个大字。

在渝中区长江二路执勤的交
巡警王银波告诉记者，他半小时
内在该路段共处理了3辆违规驶
入公交优先道的社会车辆。由于
9 月 12 日～18 日为公交优先道
的宣传教育期，因此他目前只是
对违规驶入的司机进行了批评教
育，并当场向驾驶人宣讲了公交
优先道的相关规定。

交巡警特别提醒广大市民，
从9月19日起，将正式对违规驶
入公交优先道的社会车辆，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处以200
元罚款。届时，将有电子警察、
交巡警现场执法和公交车车载抓
拍设备同时进行监控，希望广大
市民出行时务必遵守交通秩序。

重庆商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
司法局了解到，2017年国家司法考
试定于9月16日、17日在全国统一
举行。由于司法考试明年将会改革
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因
此重庆今年的司法考试报名人数为
历年之最，共有15307人报考，其
中，年龄最大的为71岁。此外，重
庆还在北碚新增了计算机考点。

全市15307人参考

据了解，我市2017年国家司
法考试设六个考区：主城考区、万
州考区、黔江考区、涪陵考区、北
碚考区、永川考区。其中，主城考
区设西南政法大学、渝中、大渡
口、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南岸、
渝北等八个考点。全市共设513
个考场。

其中，黔江考区参考人数最
少，为387人；主城考区参考人数
最多，为 12164 人。考点人数最
多的是西南政法大学考点，为
1814人。

我市今年共有15307人参加
司法考试，为历年之最。年龄最
大的考生71岁，年龄最小的考生
18岁。

34名博士生报考

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由
于明年将会改革为国家统一法律
职业资格考试，今年是最后一年司
法考试。而从明年开始，考试方式
可能发生变化，准考门槛也可能提
高，这也造成了许多人今年蜂拥报

考司法考试的场景。“对于有些人
来说，可能到明年就不具备参加考
试的资格了，所以他们会珍惜这最
后一次的考试机会。”

记者还了解到，除报考人数
为历年之最外，今年，重庆报名考
生的学历也是历年来最高的。在
15000 多名考生中，有博士生 34
名、硕士生966名。

机考后需转场参加笔试

今年，司法部决定在重庆北

碚、黑龙江大庆、江苏苏州、广西北
海和宁夏石嘴山5个考区实行计算
机化考试试点。据了解，“机考”采
取的具体模式是“3＋1”的模式，前
三卷采取“机考”的方式来参加考
试，卷四仍采取笔试方式，应试人
员在答题纸上进行作答。

市司法局相关发言人表示，
“机考”考场和纸笔考场设置在同
一学校的不同教学楼，请考生务
必提前做好考场踩点，在试卷四
考试时从“机考”考场转至纸笔考
场，保证考试顺利进行。

国家司法考试16日举行 这些事项考生需注意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朱婷

重庆商报讯 市气象台预计，未来
三天我市仍将持续晴好天气，大部以多
云间晴天气为主，仅在局地有阵雨或雷
雨，最高温可达33℃左右。

昨天，重庆嘉陵江流域迎来入汛以
来最大洪峰过境。受四川境内强降雨影
响，前天15：30，重庆嘉陵江流域今年入
汛以来最大洪峰通过沙坪坝区，最高水
位达 176.26 米，不过仍在 181米警戒水
位以下。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今天：各地多云间晴。大部地区气温

18～33℃，城口及东南部 14～30℃。主
城，多云间晴，21～32℃。

明天：各地多云间晴，局地有阵雨或
雷雨。大部地区气温 20～33℃，城口及
东南部15～32℃。主城多云，22～32℃。

后天：各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
雨。大部地区气温 20～32℃，城口及东
南部15～30℃。主城多云，23～31℃。

重庆商报讯 9 月 11日，从外省来
渝看病的王先生因为在医院三楼低头耍
手机，结果手机不慎从楼上掉下，砸中二
楼一位正在休息的老人头部，所幸老人
经过检查没有大碍。

9月11日下午2点，沙坪坝110接到
有人报警，称在沙区某医院，有人被楼上
掉下来的手机砸中了头部。民警赶到该
院门诊二楼走廊上，发现一位老人正用
手捂着头，表情痛苦。民警经了解得知，
当天中午，李先生带父亲来医院检查身
体，因看病的人较多，一家人便坐在门诊
二楼走廊旁的椅子上休息。而王先生是
外地人，当天陪同家人在门诊三楼看
病。在等待检查的过程中，王先生觉得
无聊，便靠在三楼栏杆处耍手机。由于
玩游戏太投入，手机突然从手中滑脱，从
三楼掉下，刚好砸中正在二楼休息的李
先生父亲的头部。

民警了解情况后，对王先生进行了
安全知识教育，王先生也意识到自己的
错误，向李先生一家人赔礼道歉，并及时
挂了号，带李先生的父亲在医院检查，所
幸无大碍。

男子玩手机掉下楼
砸中二楼老人头部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付迪西

老人被手机砸中头部 沙区警方供图

重庆商报讯 网约车车主要想合法
投入运营，必须先到车管部门办理上户、
登记等规定业务。在重庆，这些业务以
前都集中在市车管所下设的为数不多的
几个分所办理。由于业务量大，申请人
办理等待时间相对较长。沙区公安分局
车管所为了更好地服务民营经济，新增
加了网约车驾管服务，为参与网约车运
营的企业和个人提供了便利。

据悉，凡身份证住址为沙坪坝区的
个人或注册登记地为沙坪坝区的企业，
可在沙坪坝车管所办理网约车新车上
户业务；车辆档案所属沙坪坝的，可以
在沙坪坝车管所办理转移登记、变更登
记业务。

沙区车管所
推出网约车服务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付迪西

重庆商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环保
局获悉，由重庆市环境文化促进会主办
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文化”有奖征
文活动，将于 9 月中旬至 11 月中旬举
行，主题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据悉，作品一旦获奖，最高可获1000元
奖励。根据活动规则，征文作品应紧扣
活动主题，文体不限（诗歌除外）。稿件
采 用 电 子 档 和 纸 质 件 均 可 ，篇 幅 在
1000～2000字。

市环保局有奖征文
最高可获千元大奖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徐勤

重庆商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交委
获悉，渝昆高速公路重庆段首批道路事
件监测报警系统已全部安装完毕，并及
时完成了预定点位的调试工作。此次
共安装了 32 处事件监测报警点，主要
集中在进出城方向中梁山隧道、丁家至
大安路段。

渝昆高速公路重庆段
安装32处监测报警点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见习记者 陈竹

昨天，重庆首条公交优先道
正式投入使用。在这条线路开了
10年 403路的老司机杨丹说，如
今有了公交优先道，不仅开车畅
通多了，连心情也爽多了。

昨天下午17时许，403路司
机杨丹正在两路口终点站待客。
杨丹一边待客，一边看着100米
外的公交优先道感慨良多。“我早
上驾车行驶在公交优先道上，体
会只有两个字：畅通。”杨丹说，她
开了10年的403路公交车，每天
在两路口到广厦城之间穿梭。由
于这条线路是九龙坡、杨家坪、袁
家岗、大坪到渝中半岛的主干道，
每天早晚高峰期，公交车、私家车
在大坪到两路口路段，经常堵起
一动不动，她都已经习惯了。

杨丹介绍，她和同事经常遇

到的情况是：驾车从广厦城到两
路口，行驶至国际村公交车站
时，前面开始堵车。当行驶到重
庆图书馆时，明明可以看到马路
对面的403路终点站。但因为堵
车，这六七百米的距离，往往要
开30分钟左右，让人很是头疼。

“今天早上，我开了一圈公交
优先道，这是我10年以来，开得最
畅通的一次。”杨丹说，在公交优先
道开车，由于没有私家车插队，一
路畅通无阻。从两路口到大坪，比
以前节约了七八分钟。而从大坪
到两路口，比以前节约了20分钟
左右，一圈下来节约了 30 多分
钟。杨丹告诉记者，现在在公交优
先道开车，不仅比以前畅通多了，
连开起车来的心情也舒服多了，应
该给这条公交专用道点赞。

据西部公交七分公司负
责人介绍，403 路有 33 辆公
交车，准点运行两路口到广
厦 城 是 35 分 钟 。“ 有 了 403
这条公交线路以来，运行 1
个多小时是常事。而有了
公交优先道，运行时间大大
缩短，如今只需要 50 分钟左
右。”该负责人说，在昨天早
上公交优先道投用后，由于
道路畅通，在早高峰的两个
小时里，多发了 10 个班次的
公交车，共 105 班。

早高峰两小时
比平时多发10班车

数据公交司机：现在开车畅通多了 心情爽多了
声音

公交优先道畅通无阻 首席记者 钟志兵 摄

公交车行驶在公交优先道上

吕泓毅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