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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科技创新人才及用才单位补贴申请办事指南

办事主体 市、县（市、区）人社局 服务对象 科技创新人才及用才单位

办理依据
《中共南阳市委、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

“诸葛英才计划”加快建设人才强市的意见》（宛发〔2018〕5 号）

申请条件

1. 企业从市外全职引进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或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从

事科技研发且能够突破关键技术的科技创新人才，年薪 20 万元以上且签

订 3年以上劳动合同。

2. 企业全职聘请外籍工程师，经评审认定后，可参照享受个人补贴和企

业补贴。

办理材料

1.《南阳市科技创新人才补贴申请表（个人版、企业版）》。

2.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 毕业证（留学归国人员提供国家教育部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学

位证（原件及复印件）。

4. 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5. 与所在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6. 在企业参保的社会保险证明。

7. 企业上一年度纳税凭证。

办理流程

人才或用才单位按纳税地集中申报→市、县（市、区）人社局进行资格

审核→市、县（市、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审定→社会公示→资金

拨付

办理时间 每年 4月、10 月

办理时限 每半年评审发放一次

办理地点 市人社局及各县市区受理服务地址

联系电话 市人社局及各县市区受理服务联系电话

监督电话：0377-6313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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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社局及各县市区受理服务地址和联系电话

市人社局
窗口地址：南阳市市民服务中心北区 1号楼 206 室
联 系 人：任  上  蒋元功     联系电话：0377-61383008

卧龙区
窗口地址：南阳市七一路 777 号卧龙区人社局服务大厅 6号窗口
联 系 人：王  蕊             联系电话：0377-63134377

宛城区
窗口地址：南阳市工农北路 416 号人才交流中心人才综合科
联 系 人：罗  阳             联系电话：0377-63222908

唐河县
窗口地址：唐河县工业路人力资源市场 1楼办公服务大厅
联 系 人：杨  栋             联系电话：0377-68989827

新野县
窗口地址：新野县汉城路中段人才交流中心服务大厅
联 系 人：武雪燕             联系电话：0377-65033580

方城县
窗口地址：方城县便民服务中心二楼 58 号窗口
联 系 人：刘金岭             联系电话：0377-67290376

桐柏县
窗口地址：桐柏县市民之家一楼人事人才窗口
联 系 人：赵宗卫             联系电话：0377-83973039

镇平县
窗口地址：镇平县健康南路 21 号人才交流中心大厅 1号窗口
联 系 人：王  振             联系电话：0377-65915018

南召县
窗口地址：南召县人才交流中心服务大厅
联 系 人：张士森             联系电话：0377-66880036

西峡县
窗口地址：西峡县白羽路 49 号人才交流中心毕业生就业股
联 系 人：李  琳             联系电话：0377-69664943

内乡县
窗口地址：内乡县大成路 50 号人才交流中心
联 系 人：李秋玉             联系电话：0377-65329189

社旗县
窗口地址：社旗县赊店镇郑州路与红旗路交叉口人力资源服务大厅
联 系 人：徐鹏程             联系电话：0377-67933315

淅川县
窗口地址：淅川县人社局人才交流中心
联 系 人：杨  勇  辛  淼     联系电话：0377-69235293

邓州市
窗口地址：邓州市新华中路 100 号人才交流中心
联 系 人：李  铮             联系电话：0377-62287808

高新区
窗口地址：南阳市高新区创业大厦 602 房间
联 系 人：黄  铮             联系电话：0377-62378875

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

窗口地址：南阳市迎宾大道 6号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组织人社局
联 系 人：刘  星             联系电话：0377-61166011

鸭河工区
窗口地址：鸭河工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
联 系 人：贾  俊             联系电话：0377-66626676

官庄工区
窗口地址：官庄工区办公楼 820 房间
联 系 人：张  明             联系电话：0377-6378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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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引进高校毕业生生活补贴申请办事指南

办事主体
市、县（市、区）

人社局
服务对象

获得全日制大学本科或研究生学历的高校

毕业生（含海外留学归国人员）

办理依据

《中共南阳市委、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诸葛

英才计划”加快建设人才强市的意见》（宛发〔2018〕5 号）

《南阳市引进高校毕业生生活补贴发放办法（试行）》（宛人社〔2018〕78号）

申请条件

1. 首次到我市工作。

2. 获得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含海外留学归国人员）。

3. 与我市九大专项重点支撑企业、重点工业培育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省定

重点上市挂牌后备企业签订 3 年以上劳动合同，签订合同时年龄在 35 周岁以

下（含 35 周岁）。

4. 按规定在南阳连续缴纳社会保险 6个月以上（不含补缴）。

办理材料

1.《南阳市引进高校毕业生生活补贴申请表》、《南阳市引进高校毕业生生活

补贴申请汇总表》。

2.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毕业证（留学归国人员提供国家教育部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学位证（原

件及复印件）。

4. 与所在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5. 在企业参保的社会保险证明。

6. 企业上一年度纳税凭证。

办理流程
用人企业按照纳税地集中申报→市、县（市、区）人社局进行资格审核→市、

县（市、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审定→社会公示→资金拨付

办理时间 每年 4月、10 月

办理时限 每半年评审发放一次

办理地点 市人社局及各县市区受理服务地址

联系电话 市人社局及各县市区受理服务联系电话

监督电话：0377-6313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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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社局及各县市区受理服务地址和联系电话

市人社局
窗口地址：南阳市市民服务中心北区 1号楼 206 室
联 系 人：任  上  蒋元功     联系电话：0377-61383008

卧龙区
窗口地址：南阳市七一路 777 号卧龙区人社局服务大厅 6号窗口
联 系 人：王  蕊             联系电话：0377-63134377

宛城区
窗口地址：南阳市工农北路 416 号人才交流中心人才综合科
联 系 人：罗  阳             联系电话：0377-63222908

唐河县
窗口地址：唐河县工业路人力资源市场 1楼办公服务大厅
联 系 人：杨  栋             联系电话：0377-68989827

新野县
窗口地址：新野县汉城路中段人才交流中心服务大厅
联 系 人：武雪燕             联系电话：0377-65033580

方城县
窗口地址：方城县便民服务中心二楼 58 号窗口
联 系 人：刘金岭             联系电话：0377-67290376

桐柏县
窗口地址：桐柏县市民之家一楼人事人才窗口
联 系 人：赵宗卫             联系电话：0377-83973039

镇平县
窗口地址：镇平县健康南路 21 号人才交流中心大厅 1号窗口
联 系 人：王  振             联系电话：0377-65915018

南召县
窗口地址：南召县人才交流中心服务大厅
联 系 人：张士森             联系电话：0377-66880036

西峡县
窗口地址：西峡县白羽路 49 号人才交流中心毕业生就业股
联 系 人：李  琳             联系电话：0377-69664943

内乡县
窗口地址：内乡县大成路 50 号人才交流中心
联 系 人：李秋玉             联系电话：0377-65329189

社旗县
窗口地址：社旗县赊店镇郑州路与红旗路交叉口人力资源服务大厅
联 系 人：徐鹏程             联系电话：0377-67933315

淅川县
窗口地址：淅川县人社局人才交流中心
联 系 人：杨  勇  辛  淼     联系电话：0377-69235293

邓州市
窗口地址：邓州市新华中路 100 号人才交流中心
联 系 人：李  铮             联系电话：0377-62287808

高新区
窗口地址：南阳市高新区创业大厦 602 房间
联 系 人：黄  铮             联系电话：0377-62378875

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

窗口地址：南阳市迎宾大道 6号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组织人社局
联 系 人：刘  星             联系电话：0377-61166011

鸭河工区
窗口地址：鸭河工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
联 系 人：贾  俊             联系电话：0377-66626676

官庄工区
窗口地址：官庄工区办公楼 820 房间
联 系 人：张  明             联系电话：0377-6378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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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奖励申请办事指南

办事主体
市、县（市、区）

人社局
服务对象

南阳市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柔性引进的高

层次人才

办理依据

1.《中共南阳市委、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诸

葛英才计划”加快建设人才强市的意见》（宛发〔2018〕5 号）

2.《南阳市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奖励办法（试行）》（宛人社〔2018〕77 号）

申请条件

一．从市外引进：1. 有明确的柔性引进人才对象、工作任务或项目、薪酬待遇

以及柔性引才的成果使用、归属和转让等内容。2. 用人单位与人才签订一年以

上协议且服务满一年，协议应明确在宛服务次数（时间）。其中，以项目为依

托且有明确工作任务或目标的，在宛服务次数（时间）要求可酌情放宽。

二．外建研发机构引进：1. 服务企业为南阳市高新技术企业，且满足《南阳市

高新技术企业市外设立研发机构认定管理办法（试行）》中的相关条件并经市

科技局认定。2. 企业与人才签订三年以上劳动合同且服务满一年。

办理材料

一．从市外引进：1.《南阳市“柔性引才”奖励申请表》、《南阳市“柔性引才”

奖励申请汇总表》和《南阳市“柔性引才”服务情况说明表》。

2. 合作协议（原件及复印件）、报酬凭证、个人纳税证明、职称证书（原件及

复印件）以及其他有效认证材料。

二．外建研发机构引进：1.《南阳市“柔性引才”奖励申请表》和《南阳市“柔

性引才”奖励申请汇总表》。2. 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报酬凭证、个人

纳税证明、职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以及其他有效认证材料。

办理流程
用人单位按照纳税地集中申报→市、县（市、区）人社局进行资格审核→市、县（市、

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审定→社会公示→资金拨付

办理时间 每年 4月、10 月

办理时限 每半年评审发放一次

办理地点 市人社局及各县市区受理服务地址

联系电话 市人社局及各县市区受理服务联系电话

监督电话：0377-6313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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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社局及各县市区受理服务地址和联系电话

市人社局
窗口地址：南阳市市民服务中心北区 1号楼 406 室人力资源市场科
联 系 人：刘  抗  李  想     联系电话：0377-63151696

卧龙区
窗口地址：南阳市七一路 777 号卧龙区人社局服务大厅 6号窗口
联 系 人：王  蕊             联系电话：0377-63134377

宛城区
窗口地址：南阳市工农北路 416 号人才交流中心人才就业科
联 系 人：吴彦青             联系电话：0377-63282970

唐河县
窗口地址：唐河县福州路人社局二楼 206 室专技股
联 系 人：任书宾             联系电话：0377-68989629

新野县
窗口地址：新野县汉城路中段人才交流中心服务大厅
联 系 人：吕玉肖             联系电话：0377-65033561

方城县
窗口地址：方城县便民服务中心二楼 58 号窗口
联 系 人：刘金岭             联系电话：0377-67290376

桐柏县
窗口地址：桐柏县市民之家一楼人才交流中心
联 系 人：刘文英             联系电话：0377-83973191

镇平县
窗口地址：镇平县健康南路 21 号人社局三楼科干股
联 系 人：赵永东             联系电话：0377-65969969

南召县
窗口地址：南召县人社局五楼专技股
联 系 人：李  冠             联系电话：0377-66880058

西峡县
窗口地址：西峡县电厂路 156 号 4 楼人社局专技股
联 系 人：李  滢             联系电话：0377-69664425

内乡县
窗口地址：内乡县大成路 50 号人社局科技干部管理股
联 系 人：张祥金             联系电话：0377-65330058

社旗县
窗口地址：社旗县政府办公楼四楼人才中心
联 系 人：徐鹏程             联系电话：0377-67933315

淅川县
窗口地址：淅川县健康路中段 17 号县人社局二楼人才交流中心
联 系 人：李  毅             联系电话：0377-69235295

邓州市
窗口地址：邓州市新华路 100 号人社局职称科
联 系 人：王邓民             联系电话：0377-62287371

高新区
窗口地址：南阳市高新区创业大厦 602 房间
联 系 人：黄  铮             联系电话：0377-62378875

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

窗口地址：南阳市迎宾大道 6号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组织人社局
联 系 人：刘  星             联系电话：0377-61166011

鸭河工区
窗口地址：鸭河工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
联 系 人：贾  俊             联系电话：0377-66626676

官庄工区
窗口地址：官庄工区办公楼 820 房间
联 系 人：张  明             联系电话：0377-6378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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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技师、高级技师奖励申请办事指南

办事主体
市、县（市、区）

人社局
服务对象

企业新引进或新获得技师、高级技师职业

资格的职工

办理依据

1.《中共南阳市委、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

“诸葛英才计划”加快建设人才强市的意见》（宛发〔2018〕5 号）

2. 关于印发《“南阳工匠”培育工程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宛人

社〔2018〕79 号）

申请条件
我市企业新引进和新获得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职工。

申请人应从所在企业纳税地申请。

办理材料

1.《技师高级技师奖励申请表》。

2.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 社保缴纳凭证（连续缴纳 6个月以上，不含补缴）。

办理流程
奖励对象提交办理材料→市、县（市、区）人社局进行资格审核→市、县

（市、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审定→社会公示→资金拨付

办理时间 每年 4月、10 月

办理时限 每年集中组织一次奖励

办理地点 市人社局及各县市区受理服务地址

联系电话 市人社局及各县市区受理服务联系电话

监督电话：0377-6313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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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社局及各县市区受理服务地址和联系电话

市人社局
窗口地址：南阳市范蠡东路 1666 号市民服务中心北区 1 号楼 402 室职业能
力建设科
联 系 人：刘  涛            联系电话：0377-63137854

卧龙区 窗口地址：南阳市七一路 777 号卧龙区 205 室人社局专技股
联 系 人：董  芳            联系电话：0377-63167780

宛城区 窗口地址：南阳市工农北路 416 号劳动就业办公室
联 系 人：孙秀端            联系电话：0377-60556216

唐河县 窗口地址：唐河县福州路中段县人社局 213 室职业能力建设股
联 系 人：徐云龙            联系电话：0377-68989626

新野县 窗口地址：新野县新野县汉城路东段县人社局人力资源股
联 系 人：胡正凌            联系电话：0377-65033557

方城县 窗口地址：方城县康达路便民服务中心职业技能鉴定所
联 系 人：胡新月            联系电话：0377-67290381

桐柏县 窗口地址：桐柏县大同街 122 号县人社局四楼就业训练中心
联 系 人：向阳博            联系电话：0377-68235689

镇平县 窗口地址：镇平县城皇庙下街 23 号就业办职业技能鉴定所
联 系 人：李中彦            联系电话：0377-65969970

南召县 窗口地址：南召县人民南路县人社局人力资源股
联 系 人：王  欣            联系电话：0377-66880039

西峡县 窗口地址：西峡县人社局电厂路 156 号县人社局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联 系 人：刘  峰            联系电话：0377-69981597

内乡县 窗口地址：内乡县大成路 50 号培训中心
联 系 人：杨小铁            联系电话：0377-65325270

社旗县 窗口地址：社旗县西山货街 1号县政府三楼劳力股
联 系 人：王振邦            联系电话：0377-67985189

淅川县 窗口地址：淅川县健康路 17 号职业技能鉴定所
联 系 人：贾  娜            联系电话：0377-69233860

邓州市 窗口地址：邓州市新华路 204 号就业训练中心
联 系 人：陈冬梅            联系电话：0377-62287686

高新区 窗口地址：南阳市高新区创业大厦 602 房间
联 系 人：黄  铮             联系电话：0377-62378875

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

窗口地址：南阳市迎宾大道 6号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组织人社局
联 系 人：刘  蕊             联系电话：0377-61166013

鸭河工区 窗口地址：鸭河工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
联 系 人：贾  俊             联系电话：0377-66626676

官庄工区 窗口地址：官庄工区办公楼 820 房间
联 系 人：景  仰             联系电话：0377-6378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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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定向班培养高技能人才补贴申请办事指南

办事主体
市、县（市、区）

人社局
服务对象 职业院校、技工学校

办理依据

1.《中共南阳市委、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

“诸葛英才计划”加快建设人才强市的意见》（宛发〔2018〕5 号）

2. 关于印发《“南阳工匠”培育工程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宛人

社〔2018〕79 号）

申请条件
与我市企业合作，以“冠名班”、“定向班”等学制班方式订单培训技能

人才 30 人以上（毕业取得双证）的职业院校、技工学校。

办理材料

1.《定向班培养高技能人才补贴申请表》。

2. 第一年新生入学注册花名册、协议书（原件及复印件）。

3. 企业实习学生花名册、企业出具的学生实习收入证明、就业协议（原

件及复印件）。

4. 毕业学生花名册、毕业证书、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办理流程
职业院校、技工学校集中申报→市、县（市、区）人社局进行资格审核→

市、县（市、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审定→社会公示→资金拨付

办理时间 全年受理

办理时限 每年评审发放一次

办理地点 市人社局及各县市区受理服务地址

联系电话 市人社局及各县市区受理服务联系电话

监督电话：0377-6313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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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社局及各县市区受理服务地址和联系电话

市人社局
窗口地址：南阳市范蠡东路 1666 号市民服务中心北区 1 号楼 402 室职业能
力建设科
联 系 人：刘  涛            联系电话：0377-63137854

卧龙区
窗口地址：南阳市七一路 777 号卧龙区 205 室人社局专技股
联 系 人：董  芳            联系电话：0377-63167780

宛城区
窗口地址：南阳市工农北路 416 号劳动就业办公室
联 系 人：孙秀端            联系电话：0377-60556216

唐河县
窗口地址：唐河县福州路中段县人社局 213 室职业能力建设股
联 系 人：徐云龙            联系电话：0377-68989626

新野县
窗口地址：新野县新野县汉城路东段县人社局人力资源股
联 系 人：胡正凌            联系电话：0377-65033557

方城县
窗口地址：方城县康达路便民服务中心职业技能鉴定所
联 系 人：胡新月            联系电话：0377-67290381

桐柏县
窗口地址：桐柏县大同街 122 号县人社局四楼就业训练中心
联 系 人：向阳博            联系电话：0377-68235689

镇平县
窗口地址：镇平县城皇庙下街 23 号就业办职业技能鉴定所
联 系 人：李中彦            联系电话：0377-65969970

南召县
窗口地址：南召县人民南路县人社局人力资源股
联 系 人：王  欣            联系电话：0377-66880039

西峡县
窗口地址：西峡县人社局电厂路 156 号县人社局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联 系 人：刘  峰            联系电话：0377-69981597

内乡县
窗口地址：内乡县大成路 50 号培训中心
联 系 人：杨小铁            联系电话：0377-65325270

社旗县
窗口地址：社旗县西山货街 1号县政府三楼劳力股
联 系 人：王振邦            联系电话：0377-67985189

淅川县
窗口地址：淅川县健康路 17 号职业技能鉴定所
联 系 人：贾  娜            联系电话：0377-69233860

邓州市
窗口地址：邓州市新华路 204 号就业训练中心
联 系 人：陈冬梅            联系电话：0377-62287686

高新区
窗口地址：南阳市高新区创业大厦 602 房间
联 系 人：黄  铮             联系电话：0377-62378875

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

窗口地址：南阳市迎宾大道 6号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组织人社局
联 系 人：刘  蕊             联系电话：0377-61166013

鸭河工区
窗口地址：鸭河工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
联 系 人：贾  俊             联系电话：0377-66626676

官庄工区
窗口地址：官庄工区办公楼 820 房间
联 系 人：景  仰             联系电话：0377-6378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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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职业技能大赛荣誉奖励申请办事指南

办事主体 市人社局 服务对象

新引进或新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

术能手”、“中原技能大奖”和“河南省技术

能手”的高技能人才

办理依据

1.《中共南阳市委、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

“诸葛英才计划”加快建设人才强市的意见》（宛发〔2018〕5 号）

2. 关于印发《“南阳工匠”培育工程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宛人

社〔2018〕79 号）

申请条件
新引进或新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中原技能大奖”

和“河南省技术能手”的高技能人才。

办理材料

1.《职业技能大赛荣誉奖励申请表》。

2. 获奖证书、表彰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3.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 社保缴纳证明。

办理流程
奖励对象提交办理材料→市人社局进行资格审核→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

究审定→社会公示→资金拨付

办理时间 常年受理

办理时限 每年集中组织一次奖励

办理地点
南阳市范蠡东路 1666 号市民服务中心北区 1 号楼 402 室市人社局职业能

力建设科

联系人 刘涛

联系电话 0377-63137854

监督电话：0377-6313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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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技能大师工作室资助申请办事指南

办事主体 市人社局 服务对象
新认定的国家技能大师工作室、省技能大师

工作室

办理依据

1.《中共南阳市委、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

“诸葛英才计划”加快建设人才强市的意见》（宛发〔2018〕5 号）

2. 关于印发《“南阳工匠”培育工程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宛人

社〔2018〕79 号）

申请条件 新认定的国家技能大师工作室、省技能大师工作室

办理材料

1.《技能大师工作室资助申请表》。

2. 技能大师工作室认定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3. 技能大师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办理流程
奖励对象提交办理材料→市人社局进行资格审核→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

究审定→社会公示→资金拨付

办理时间 常年受理

办理时限 每年集中组织一次资助

办理地点
南阳市范蠡东路 1666 号市民服务中心北区 1 号楼 402 室市人社局职业能

力建设科

联系人 刘涛

联系电话 0377-63137854

监督电话：0377-6313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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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引进国外智力项目资助申请办事指南

办事主体 市人社局 服务对象 获得引智国家或省级资助的单位

办理依据

1.《中共南阳市委、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

“诸葛英才计划”加快建设人才强市的意见》（宛发〔2018〕5 号）

2.《关于印发<南阳市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人才及团队引进培养办法（试

行）>》的通知（宛发〔2015〕19 号）

申请条件 引进国外智力项目获得国家或省级资助。

办理材料

1. 国家外国专家局或省外国专家局资助文件。

2. 省财政厅拨款文件。

3. 申请单位开户银行账号。

办理流程
资助对象提交办理材料→市人社局审批→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审定→

社会公示→资金拨付

办理时间 常年受理

办理时限 每年集中组织一次资助

办理地点 南阳市范蠡东路 1666 号市民服务中心北区 1号楼 405 室市人社局专技科

联系人 王勇

联系电话 0377-63169619   

监督电话：0377-6313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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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引进博士后奖励申请办事指南

办事主体 市人社局 服务对象 博士后设站单位

办理依据

1.《中共南阳市委、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诸

葛英才计划”加快建设人才强市的意见》（宛发〔2018〕5 号）

2.《关于印发 <南阳市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人才及团队引进培养办法（试

行）>》的通知（宛发〔2015〕19 号）

申请条件 建站后引进博士后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办理材料

1.《河南省博士后进站通知书》。

2.《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审核表》。

3. 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4. 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办理流程
资助对象提交办理材料→市人社局审批→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审定→

社会公示→资金拨付

办理时间 常年受理

办理时限 每年集中组织一次资助

办理地点 南阳市范蠡东路 1666 号市民服务中心北区 1号楼 405 室市人社局专技科

联系人 王勇

联系电话 0377-63169619   

监督电话：0377-6313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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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大学生创业（开业）补贴申报办事指南

办事主体
市、县（市、区）

人社局
服务对象

大中专学生 ( 含毕业 5 年内在普通高校、

职业学习、技工院校毕业及在校学生，毕

业五年内留学回国人员 )

办理依据

1.《中共南阳市委、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诸

葛英才计划”加快建设人才强市的意见》（宛发〔2018〕5 号）

2.《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就业补

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社〔2018〕8 号 )

3.《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大大学生创

业扶持力度的通知》(豫人社就业〔2014〕31 号 )

申请条件
大中专学生初创企业，有固定经营场所（吸纳就业3人（含）以上优先办理），

正常经营 1年以上。

办理材料

1.《就业创业证》、毕业证书或学籍证明、创业者身份证、工商营业执照（原

件及复印件）、创业者本人银行账户及征信记录。

2. 员工花名册。

3. 工资支付凭证 (最近三个月的有员工签名的工资表或银行提供的工资发放

明细 )。

4. 经营场所证明材料 (租房协议和房产证明，自有房产提供房产证明 )。

5. 最近一年的经营记录有关单据 (纳税情况、进出货单、销售记录或其他经

营记录 )。

6.《河南省大学生创业 (开业 )补贴申请表》。

办理流程
申请人向所辖地人社部门申报→受理审核→实地查验→审核公示→报财政部

门审核备案→资金批复→补贴资金拨付至企业账户

办理时间 常年受理

办理时限 每季由财政部门发放一次

办理地点 市人社局及各县市区受理服务地址

联系电话 市人社局及各县市区受理服务联系电话

监督电话：0377-6313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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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社局及各县市区受理服务地址和联系电话

市人社局

窗口地址：南阳市兴隆路 3 号人力资源大厦 704 房间市就业训练（创业服务

指导）中心

联 系 人：彭  漪             联系电话：0377-61691108

卧龙区
窗口地址：南阳市卧龙区七一路 777 号劳动就业股

联 系 人：董书明  李一博     联系电话：0377-63134521

宛城区
窗口地址：南阳市宛城区工农北路 416 号就业办

联 系 人：马同玲             联系电话：0377-60396708

唐河县
窗口地址：唐河县人力资源市场一楼就业服务大厅就业管理局

联 系 人：张  冲             联系电话：0377-68989692

新野县
窗口地址：新野县汉城路东段人社局就业服务中心

联 系 人：丁少林             联系电话：0377-65033591

方城县
窗口地址：方城县张骞大道与高速引线交叉口就业局

联 系 人：潘  旺             联系电话：0377-65076789

桐柏县
窗口地址：桐柏县城关镇大同街 122 号人社局就业办

联 系 人：闫  骞             联系电话：0377-68237189

镇平县
窗口地址：镇平县城隍庙下街（就业办院内二楼就业指导股）

联 系 人：齐  静             联系电话：0377-65969973

南召县
窗口地址：南召县新劳动局二楼就业办

联 系 人：郭春梅             联系电话：0377-66880189

西峡县
窗口地址：西峡县电厂路 156 号创业贷款担保中心

联 系 人：贾月亭             联系电话：0377-69694888

内乡县
窗口地址：内乡县城关镇大城西路 50 号失业保险管理处

联 系 人：周 俊              联系电话：0377-65330085

社旗县
窗口地址：社旗县红旗路与郑州路交叉口西北角

联 系 人：郑建云             联系电话：0377-67926611

淅川县
窗口地址：淅川县健康路 17 号劳动就业办公室

联 系 人：李  亮             联系电话：0377-69216892

邓州市
窗口地址：邓州市新华路 100 号人才交流中心

联 系 人：李  铮              联系电话：0377-62287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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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大众创业扶持资金申报办事指南

办事主体 市、县（市、区）人社局 服务对象 符合条件的首创企业

办理依据

1.《中共南阳市委、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

“诸葛英才计划”加快建设人才强市的意见》（宛发〔2018〕5 号）

2.《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大众

创业扶持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 )〉的通知》 ( 豫人社〔2017〕77 号 )

申请条件

1. 项目及工商注册地在我省行政区域内。 

2. 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注册成立并正常运营一年以上、五年以内的首次创

办的小型和微型企业。 

3. 项目在吸纳就业、科技含量、潜在经济社会效益、发展前景、创新性等

某一方面或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4. 符合我省产业政策方向，互联网 +、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

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行业创业项目优先。 

5. 创业团队优秀，项目法人为自主创业人员，包括：大中专学生 ( 含毕

业 5 年内的普通高校、职业学校、技工院校学生以及在校生，毕业 5 年内

的留学回国人员 )、退役军人、返乡下乡创业人员、离岗创业人员及失业

人员等。 

6. 至少吸纳３人（含３人）以上就业。 

7. 同等条件下，创业地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或吸纳贫困家庭劳动力

就业的项目优先。 

8. 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和较为健全的财务规章制度。 

9. 法定代表人无不良信用记录。 

10. 有较好的创业发展计划和市场前景。 

11. 公司注册手续完善，有独立的对公账号。 

12. 已经享受过大众创业扶持项目、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项目和返乡下乡

助力脱贫攻坚优秀项目等省人社厅创业扶持政策的项目不能再次申报。 

13. 申报 10万元 (含 10万元 ) 以上项目除符合（1）至（12）项条件外，

还须具备以下条件：(1) 吸纳就业人数不少于 5 人 ( 含 5 人 )。(2) 企业年

营业收入基本达到小型企业标准。(3) 依法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按规定

缴纳社会保险，按时足额支付员工工资等劳动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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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材料

1.《河南省大众创业扶持项目申报表》。 

2.《项目发展计划书》，主要内容包括项目产品或服务、市场前景分析、

企业优势分析、创业团队及股权结构、项目经营进展情况（包括员工人数、

总资产、销售量、利润等）、发展规划、扶持资金拟使用方向等部分，不

得缺项。 

3.项目法人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大中专学生提供毕业证或学生证复印件，

退役军人提供退役证明复印件，失业人员提供《就业失业登记证》或《就

业创业登记证》显示失业状况页面的复印件，离岗创业人员提供与原单位

签订的协议复印件，返乡下乡创业人员中是大中专业毕业生、退役军人、

失业人员、离岗创业人员提供与上述人员同样的材料，属于返乡创业农民

工的提供在乡镇或农村的身份证复印件。 

4. 项目法人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5. 专利证书或行政许可证书及相关专业资质证书复印件（如果没有此类证

书可不提供）。 

6. 人社部门盖章的《就业创业登记证》发放台帐。 

7.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截图电子版（图片清晰可见）。 

8. 吸纳贫困人员就业的项目，提供贫困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和《扶贫手册》

复印件等相关证明。 

9. 项目经营场所视频（8分钟以内电子版）。 

10. 企业最近六个月银行流水单。 

11. 公司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12. 申报 10 万元（含 10 万元）以上项目除提供（1）至（11）项材料，还

需提供以下材料：(1)8 分钟以内的项目介绍 PPT, 主要包括《项目发展计

划书》要求的内容（仅提供电子版）。(2)项目最近4个季度的税务报表。(3)

最近六个月的工资发放表、缴纳社会保险凭证，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复

印件 (5 人以上 )。

办理流程
网上申报→县（市、区）人社局初查及实地核查→市人社局复查→上报省

人社厅→省人社厅评审

办理时间
每年受理一次 ( 按照省人社厅规定时间进行，可关注省人社厅官网，大众

创业栏目 )

办理时限 按照省人社厅工作计划实施

办理地点 市人社局及各县市区受理服务地址

联系电话 市人社局及各县市区受理服务联系电话

监督电话：0377-6313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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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社局及各县市区受理服务地址和联系电话

市人社局

窗口地址：南阳市范蠡东路 1666 号市民服务中心北区 1 号楼 429 室就

业促进办

联 系 人：徐安然             联系电话：0377-63168772

卧龙区
窗口地址：南阳市卧龙区七一路 777 号劳动就业股

联 系 人：周  建  李一博     联系电话：0377-63134521

宛城区
窗口地址：南阳市宛城区人民南路 299 号人社局

联 系 人：王  刚             联系电话：0377-63227323

唐河县
窗口地址：唐河县广州路与福州路交叉口人社局二楼就业促进股 210 室

联 系 人：乔  磊             联系电话：0377-68989620

新野县
窗口地址：新野县汉城路东段人社局就业服务中心

联 系 人：丁少林             联系电话：0377-65033591

方城县
窗口地址：方城县张骞大道与高速引线交叉口就业局

联 系 人：潘  旺             联系电话：0377-65076789

桐柏县
窗口地址：桐柏县城关镇大同街 122 号人社局就业办

联 系 人：闫  骞             联系电话：0377-68237189

镇平县
窗口地址：镇平县城隍庙下街（就业办院内二楼就业指导股）

联 系 人：齐  静             联系电话：0377-65969973

南召县

窗口地址：南召县世纪大道与阳光大道交叉口东 500 米行政综合大楼就

业办

联 系 人：史志坤             联系电话：0377-66880196

西峡县
窗口地址：西峡县电厂路 156 号创业贷款担保中心

联 系 人：贾月亭             联系电话：0377-69694888

内乡县
窗口地址：内乡县城关镇大城西路 50 号失业保险管理处

联 系 人：周 俊              联系电话：0377-65330085

社旗县
窗口地址：社旗县红旗路与郑州路交叉口西北角就业办

联 系 人：郑建云             联系电话：0377-67926611

淅川县
窗口地址：淅川县健康路 17 号劳动就业办公室

联 系 人：张  锴             联系电话：0377-69216892

邓州市
窗口地址：邓州市新华路 204 号创业担保贷款中心

联 系 人：田  瀚             联系电话：0377-60903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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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产业领军人才（团队）认定申请办事指南

办事主体 市科技局 服务对象 产业领军人才（团队）

办理依据

1.《中共南阳市委、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

“诸葛英才计划”加快建设人才强市的意见》（宛发〔2018〕5 号）

2.《南阳市产业领军人才（团队）引进支持办法（试行）》（宛科

〔2018〕43 号）

申请条件

1. 产业领军人才或团队带头人一般应为两院院士、外籍院士、国家最高

科技奖获得者等国内外顶尖人才，长江学者、“千人计划”专家、“万人

计划”专家等国家级人才，具有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或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

务的其他高层次人才。

2. 拥有与创业领域产品、技术相应的知识产权或关键技术，符合我市战

略支撑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相关技术能够转化，相关产品能够

产业化，并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3. 产业领军人才或团队带头人，在我市创办企业的，应为法人代表或实

际控股人，实际投入企业的资金不少于100万元；与我市企业进行合作的，

所占股权不低于 30% 或投入企业的实际资金不少于 100 万元。

办理材料

1.《南阳市产业领军人才（团队）申报表》。

2.《南阳市产业领军人才（团队）项目计划书》。

3. 申请人身份证明、学历（学位）证书 （证明）、工作经历和有关科技

成果鉴定书、专利证书等证明材料。

办理流程

申请人通过到市科技局现场申报、网上申报、来信来函申报等方式进行意

向性申报→市科技局进行资格初审→组织专家评审→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研究审定→社会公示→市科技局按向财政部门申请政府资助项目启动资

金，并负责将资金及时拨付到位。

办理时间 常年受理

办理时限 每半年集中评审一次或根据申报情况随时组织

办理地点 南阳市七一路 669 号三楼东市科技局科技人才开发与对外合作科

联系人 李涛

联系电话 0377-63138265 

监督电话：0377-6331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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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外建研发机构认定申请办事指南

办事主体 市科技局 服务对象
我市在外依法设立研发机构的

高新技术企业

办理依据

1.《中共南阳市委、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

“诸葛英才计划”加快建设人才强市的意见》（宛发〔2018〕5 号）

2.《南阳市外建研发机构认定办法 (试行 )》（宛科〔2018〕44 号）

申请条件

1. 申报单位是南阳市高新技术企业。

2. 申报单位在市外设立的研发机构 , 要求由市内母体公司独资或主要控

股（占股 51% 以上）建立，且在当地已经完成注册或登记备案，基础设施

完备，并已正常开展科研和生产经营活动。

3. 市外研发机构有明确的研究开发领域和具体的研发项目，研发内容包

括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开发、引进，以及对技术适应性的改进。

4. 市外研发机构应配备专职管理和研发人员，有必需的研发经费，有持

续的研发活动。

5. 市外研发机构有固定的场所、仪器、设备等必需的科研条件。

办理材料

1. 南阳市外建研发机构认定申请表；

2. 南阳市外建研发机构注册或备案证明；

3. 南阳市外建研发机构出资或股权证明；

4. 南阳市外建研发机构工作报告，包括平台建设、科研人员、研发项目、

研发成果、研发投入及经济效益等情况；

5. 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办理流程
市高新技术企业向所在县（市、区）科技局提出认定申请→市科技局进行

认定评审→社会公示→拨付资金

办理时间 常年受理

办理时限 每年集中评审一次

办理地点 南阳市七一路 669 号三楼西市科技局发展计划与法规科

联系人 刘建忠

联系电话 0377-63134946  

监督电话：0377-6331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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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新引进院士奖励申请办事指南

办事主体 市科技局 服务对象 河南省院士工作站建站单位

办理依据
《中共南阳市委、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

“诸葛英才计划”加快建设人才强市的意见》（宛发〔2018〕5 号）

申请条件
1. 企业为河南省院士工作站建站单位。

2. 企业与新进院士合作协议。

办理材料

1. 河南省院士工作站获批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2. 与新进院士合作协议（原件及复印件）。

3. 合作院士基本情况及与院士及其团队合作项目研究报告。

4. 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办理流程
申报单位提交办理材料→市科技局审批→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审定

→社会公示→资金拨付

办理时间 常年受理

办理时限 每年集中评审一次

办理地点 南阳市七一路 669 号三楼东市科技局科技人才开发与对外合作科

联系人 李 涛

联系电话 0377-63138265

监督电话：0377-6331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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