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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考试不用再为证明“跑断腿”
我省试点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和考生达成“诚信约定”
想要报名参加资格考试，得准备好毕业证、单位工作证明、社保证
明……过往，为了这些证明“跑断腿”的新闻时有发生。如今，这些繁
琐的证明材料将得到大大的简化。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我省从今
年 8 月份起正式试点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考生只需要签一张告知
文书，便可与人社部门达成
“诚信约定”
。扬子晚报/扬眼记者 杨甜子

2 分钟
“二战”考生成功报上了名
37 岁的考生陈女士就是
“告知承
诺制”
试点最好的见证人。去年，
她首
度报名参加了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工程
师的资格考试，
据陈女士，
她提交了身
份信息、电子照片、单位工作证明、学
历证书信息、
社保证明等多项材料，
这
还不算结束，
网络提交结束后，
陈女士

还需要抱着材料，到南京人才大厦排
队现场审核，
“起个早来排队，还是花
了两个小时才审核完。
”
今年，陈女士“二战”一级注册消
防工程工程师资格考试，今年重新报
考，
直接在网上填写一个基本信息，
然
后签一下告知文书，
两分钟就搞定了。

16 项试点事项
材料将“瘦身”，申请人签署承诺文书
给陈女士带来便利的，来自于江
苏省人社系统刚刚推出的证明事项
告知承诺制试点。记者当天从江苏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今
后，参保人员申领供养亲属抚恤金等
4 项社保经办业务和相关人员报考
一级建造师等 12 项专业技术资格可
不提供相关证明，
直接办理。
取消相关证明的 12 项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分别为注册设备监理师、注
册测绘师、一级建造师、出版专业资
格（初级、中级）、注册城乡规划师、勘
察设计行业、一级造价工程师、执业
药师（药学、中药学）、经济师（初级、

中级）、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注册安
全工程师、翻译专业资格（一、二、三
级）等考试报名。
取而代之的是人社部门与考生
之间的“诚信协议”。江苏省人事考
试中心主任朱波介绍，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和资格审查均已
实行“不见面”服务，网上一次性告知
申请人证明义务、证明内容和报考条
件并提供告知文书，申请人网上签署
承诺文书后，视为申请人已向相关部
门提供所需证明材料，确认真实、准
确、完整、有效，知晓不实承诺应承担
的责任。

违背诚信
将登上失去信用“黑名单”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省依然是
告知承诺制与现行管理制度并行实
施，试点清单内的证明事项，申请人
可以自主选择现行管理方式或者告
知承诺制。申请人有较严重不良信
用记录或曾做出虚假承诺，以及被记
入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诚信档案
库且在记录期内等情形的，不适用告
知承诺制。
对于各界最关心的诚信问题，省

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正加快
建立社会保险领域和专业技术人员资
格考试领域严重失信黑名单制度。将
申请人承诺信息、践诺行为信息等记
入信用档案，对试点中发现作出虚假
承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违法违规申领
造成社保基金损失的，要依法依规进
行处理，
符合纳入黑名单条件的，
通过
公共信用平台向社会公开。加强跨部
门联动响应，
实施联合惩戒。

首届长三角一体化
创新创业大赛项目火热报名中
距离首届长三角一体化创新创
业大赛项目正式启动报名已经整整
10 天，目前已征集近百优质项目，本
轮报名将在 9 月底截止，扬子晚报今
天再发“英雄帖”，并重申报名各项细
则，期待更多创业团队和项目加盟。
10 天来，近百家创业团队和初
创公司带着自己的优质项目登录大
赛平台完成报名。本次活动影响力
已远超长三角范围，报名者中不少来
自河北、山东、天津、广东、海南等地，
甚至有远在国外的团队和项目闻讯
而至。已报名的项目主要包括智能
机器人、智能安全、新型养老、生物科
技、编程教育等高新领域，展示了年
轻创业者们饱满的创意和激情。
本次大赛由新华报业传媒集团、
江苏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和如
皋市委市政府主办，扬子晚报和如皋
工业园区承办，江苏省发改委、江苏
省科技厅和江苏省科协担任大赛指
导单位，一大批国内知名风投机构鼎
力支持。大赛主要包括报名征集、初

赛遴选、复赛优选和总决赛四个环
节，9 月—10 月为大赛项目征集阶
段，最终决出 20 个最优质项目进入
在如皋举行的总决赛，现场决出一等
奖 1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10 名，给
予优厚的现金奖励、给力的落地扶持
政策以及知名风投机构支持。
大赛项目的征集范围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项目：智能制造、人工智能、
智慧医疗、消费电子产品、新材料、新
能源、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节能
环保等等。报名对象主要面向创业
团队和初创公司。
杨 文
▉参赛通道：
1、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官
方报名平台，
按照提示操作。
2、如 果 平 台
报名有问题，可直
接发送相关资料
到 chsnews@126.
com
报名热线：
025—58681002

全国

最美基层民警

江苏候选人事迹展播 ②

“马路天使”
廖超：

把满意写进人民心中
扬子晚报讯（通讯员 苏宫新 记
者 梅建明）她带领女警们利用休息时
间熟悉街巷地形，绘制出南京新街口周
边《便民服务指路图》；她克服警力有限
的困难，在学生上学和放学时段开展护
学行动，还成立了全省首个以民警姓名
命名的护学岗……她十余年如一日，守
护着百姓的平安出行，将文明交通、安
全出行的理念留在了城市的记忆里，谱
写着一曲曲助民为乐赞歌，被市民亲切
地称为
“马路天使”
。
她就是廖超，2009 年 9 月来到南京
市公安局交警二大队女子中队，挑起了
全省唯一女子交警中队长的担子，现任
二大队副大队长。从警 15 年，
先后被评
为 2011 年度
“江苏省十大执法爱民交巡
警”
、2012 年南京市公安局首届
“群众最
喜爱人民警察”
、2014 年江苏省
“五四青
春警星”
、2016 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
先
后荣获个人二等功 3 次、个人三等功 1
次，多次获得嘉奖、
“优秀公务员”称号，

廖超在值勤中。
2019 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11 年 11 月，在上级的支持下，游
府西街小学门口设立了“廖超春蕾护学
岗”。廖超第一时间对小学门口的交通
设施进行了完善，增设了触摸式信号
灯，创出交警、校领导、教师、家长志愿
者、社区志愿者、高年级学生六位一体
的护学模式。
说起创新，就不得不提旋转式单向
通行护栏，这种卡口护栏就是源自廖超
在路口执勤时为解决行人误行的发明，
在路口安装只进不出的护栏，既方便走
上机动车道的行人重新返回人行道，也
能防止行人走上机动车道。

全城征集半口/全口缺牙案例
当天种好半口牙当场戴牙冠
入选康贝佳直播案例享 8 折优惠，
拨打 86726666 参加活动送定制晴雨伞

康贝佳种牙老会员欢聚一堂

缺牙多、
牙槽骨不好也能种牙吗？种植半
口牙需要多长时间？是不是真的能实现当场
“长”
新牙？……提起半口/全口种牙，
人们总会
有这样那样的疑惑。为让缺牙市民零距离了
解种植牙，
康贝佳口腔医院将于9月14日举办
“即刻用半口种植牙”
直播，
由康贝佳集团种植
牙技术总监胡华分现场种牙、
戴牙冠。现全城
征集半口/全口缺牙案例，
入选享8折优惠，
缺
牙市民可拨打86726666报名。

现场直播半口种牙、戴牙过程
胡主任靠技术俘获大批
“粉丝”
上周五，康贝佳为百对种牙夫妻举办
的金婚典礼备受瞩目，为不少夫妻弥补了
当年结婚时未能举办仪式的遗憾。活动由
康贝佳集团种植牙技术总监胡华分主任主
持，他一亮相就引起了台下一阵欢呼，因为
现场很多人的牙都是他亲手种的，更是他
的忠实
“粉丝”。
胡主任还曾多次举办种牙直播，让半
口无牙的老人当场“长”出“第三幅牙齿”，
让现场观众惊叹不已。

半口/全口种牙就要
“化繁为简”
4 颗种植体当天修复半口牙
据 介 绍 ，大 部 分 半 口/全 口 缺 牙 的 老
人，因为缺牙长期未修复，往往会出现牙骨
萎缩、吸收，高度降低等情况，无法植入过
多种植体。而即刻用半口牙“化繁为简”，
仅需植入 4 颗植体就能恢复半口牙，大大

减少了种牙费用。同时该方法对牙槽骨条
件差的人也同样适用，一般无需植骨、无需
漫长的等待周期，当天就能恢复一口好牙。
即刻用半口牙之所以能够实现 4 颗种
植体恢复半口牙，与其特殊的种植方案离
不开。医生经过特殊的角度设计，使得种
植体分布呈 W 形状、种植牙冠呈“拱形”特
征，这样一处受力可均匀地分布到整体，形
成非常稳固的受力形态。

10 周年感恩：存 10 元=10000 元
即刻恢复半口/全口牙享特价
全国连锁的康贝佳口腔医院凭借精湛
的技术、优质的服务，在南京口腔种植领域
深耕 10 年，让种植牙更加深入人心。为让
市民都能种上高性价比的种植牙，康贝佳
推出了 10 年 1 次的感恩钜惠：存 10 元就可
获得价值 10000 元的口福礼包！包含 EMS
种植牙维护、牙齿矫正、牙冠修复、贴面修
复、冷光美白等抵用优惠，还有免费洁牙、
拔牙、补牙、儿童涂氟、窝沟封闭等项目，一
个家庭成员购买，可以全家共同使用。
9 月 14 日种植牙直播活动当天，做半
口/全口即刻恢复种植牙不仅可以免费设
计种牙方案、享特价种牙，还能抢福袋赢千
元现金券！

康贝佳即刻用半口种植牙现场直播
时间：
9 月 14 日上午 9:00
主讲：
胡华分（康贝佳集团种植牙技术总监）
①参加活动免费送定制晴雨伞(送完为止)
②预约提前到院免费拍全景片
③存 10 元送 10000 元口福礼包
④当天种牙还可抢福袋赢千元现金券
更多优惠详情请见院内公告

8672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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