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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积金不需拿身份证复印件了
市民需带上身份证原件，由工作人员扫描录入系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章杰 整理
本报讯 即日起，市民在洛
阳办理所有公积金业务，不用再
提供身份证复印件。此外，同一
套住房符合政策规定再次办理
公积金提取的，可以减少一些材
料的提供。值得注意的是，市民
在办理公积金业务时务必带上
身份证原件，由工作人员扫描录
入系统，
收集电子版信息。
据洛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市民首次
办理公积金业务时，提供过身份
证原件进行信息录入后，在办理
其他业务或再次办理同一业务

时，仍需要携带身份证原件，此
举是为了核对办理人信息，保证
缴存职工公积金账户的使用安
全。
该负责人介绍，缴存职工按
照《洛阳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
办法》规定，提供过相应要件且
提取还款用于同一套住房，符合
政策规定再次办理公积金提取
的，可不再提供的材料情况有以
下几种：
购买公有住房、房改补差住
房的，不再提供有效付款凭证、
职工购买公有住房登记审批综

合表或产权界定卡、付款票据；
购买商品房的，不再提供商
品房买卖合同、购房发票；
购买经适房的，不再提供经
适房买卖合同、购房发票；
购买二手房的，不再提供不
动产权证书、房屋买卖合同和契
税完税凭证；
购买拆迁安置房的，不再提
供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付款
票据；
职工偿还住房商业贷款本息
的，不再提供购房合同、贷款合
同。

洛阳市首届禁毒演讲比赛开幕
30 名选手参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董楠 通讯员 谭瑞祥
本报讯 5 月 26 日，洛阳市
首届禁毒演讲比赛在洛阳市实
验中学厚载门校区举行，来自全
市的 30 名选手参赛。
“毒品让人家破人亡，毒品
危害着我们的生命。”竞赛现场，
选手们围绕“健康人生绿色无
毒”这一主题，声情并茂地反映
了毒品的严重危害、传播了毒品
预防教育知识、颂扬了我市缉毒

民警的英勇形象和时代风采等，
用一个个生动案例反映了毒品
给个人、家庭及社会造成的严重
危害，表达出珍爱生命、拒绝毒
品和参与禁毒斗争的信心与决
心。
据了解，此次演讲比赛由洛
阳市禁毒办主办，旨在让更多人
学习禁毒知识、了解毒品危害、
远离毒品侵害、树立健康向上的

生活理念，引导全社会、全民关
注支持禁毒工作，积极参与禁毒
公益事业，为深入推进禁毒人民
战争奠定坚实基础。
比赛分为中学组、大学组、
社会组，共 30 名选手参赛。经
过激烈角逐，每组产生了一等奖
1 人、二等奖 2 人、三等奖 3 人。
一等奖获得者将代表我市参加
全省的比赛。

中国援赞比亚第 20 批
医疗队光荣出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菊 通讯员 刘群 肖利珍
本报讯 5 月 26 日，中国援
赞比亚第 20 批医疗队欢送会
在洛阳市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开元院区举行。洛阳市
副市长张世敏，河南科技大学
副校长雷方，洛阳市卫生计生
委主任谢国玺，河南科技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王瑞丽
等出席。
张世敏副市长代表洛阳市
委市政府对医疗队 22 名洛阳
队员“舍小家为大家”、迎难而
上、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表示
感谢。他要求派出单位要认真
落实好医疗队员在职称晋升、
岗位聘用等方面的政策待遇，
确保援外医疗队员安心投入到
援外工作。全体队员在认真履
行好工作职责，圆满完成祖国
赋予的任务后，安全、载誉归
来。
雷方副校长结合自己连续
十年参加国际和国家医疗队并
多次担任队长和总队长的经
历，鼓励医疗队队员们胸怀祖
国，不负重托，遵守纪律，精诚
团结，
互相帮助。
谢国玺主任表示，本次援
赞医疗任务，是洛阳医疗机构

首次承担领队职责，对于洛阳
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行业形
象的塑造具有重大意义。
代表援赞比亚医疗队主要
派出单位，河南科技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党委书记王瑞丽希望
援赞队员树立强烈的政治责任
感和使命感，以精湛的技术、优
质的服务积极为赞比亚人民提
供优质的医疗服务；不辱使命，
勇于担当，为国争光，加大宣传
力度，
弘扬大爱无疆精神。
欢送会现场，还举行了赠
书仪式，姜宏卫作为援外医疗
队党支部的支部书记，从党委
书记王瑞丽手中接过了河南科
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赠与的
19 套政治理论学习书籍。
第 20 批援赞比亚医疗队
全队 28 人，作为队长单位，河
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派遣
1 名队长、9 名队员共 10 名综
合素质过硬的援外医疗队员参
与此次援赞。
合影留念后，医疗队队员
乘上了去往机场的大巴，并于
27 日乘坐飞机前往赞比亚执
行援助任务。

七大景区联袂！让您感受到最浓烈的夏日气息！
本周惠民卡又来给大家送福利了！青要山、五岩山、仰韶大峡谷等七大景区免门票，在周末
约上亲朋好友一起出游吧！
位于举世闻名的仰韶文化发祥地——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
韶大峡谷属石英砂岩构成的峡谷型自然风景区，以险、奇、清、幽、神、
灵、野、秀的山水而著称，辅以各种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综合性风景
区。区内共有泉潭 150 余处、瀑布跌水 60 余处，水质清纯，高低错落，使
整个峡谷充满了灵气和动感。
仰韶大峡谷由原始聚落、养生谷、禅趣谷、龙虎峡、卧羊峡、金灯峡
等六条大峡谷组成。目前已开发原始聚落、禅趣谷、养生谷龙虎峡四条
峡谷。

鄢陵花木博览园：花木展示，休闲度假。
许昌鄢陵花博园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占地面积 1500 亩，位于鄢
陵县花博大道。园内划分为博览会展示区、蜡梅文化展示区、名优花木
展示区、休闲度假区、游乐区、健身娱乐区、生态科普展示区、鄢陵历史
浮雕区、曹魏文化园区、水生植物景观区等十大功能区域。
目前，已具有花木展示、节会展览、生态旅游、科普教育、试验示范
等综合功能。景区绿化面积 1000 亩，生态环境极为优良，是名符其实
的天然大氧吧，是观光旅游、健康养生的理想胜地。

本周活动

6 月 2、3 日：青要山（洛阳）、五岩山（鹤壁）、仰韶大峡谷（三门
峡）、鄢陵国家花木博览园（许昌）、曹丞相府（许昌）、春秋楼（许昌）、
灞陵桥（许昌）

青要山：历史悠久，山水之魂。
青要山景区位于洛阳市新安县西北部曹村乡境内，距新安县城
40 公里。青要山是省级自然保护区、省级风景名胜区，位于河南省
西部文化观光与休闲度假旅游的组团之中，同时也是王屋山-黛眉山
世界地质公园黛眉山园区的主要景区之一。
整个景区以黄帝始祖文化、爱情文化为底蕴，融山、石、水、幽、
美、妙交相生辉，形成各具特色的双龙峡、联珠峡、和合塬、青女峰、城
崖地五大游览区，以及西大塬、东大塬、黑峪沟、马木匠沟等若干拓展
区，是中原地区集观光旅游、度假避暑、寻古探幽、科普探险于为一体
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

五岩山：药学文化，医学圣地。
五岩山，位于河南省鹤壁市市中心西北 35 公里处，为太行山脉
鹤壁牟山一余脉。五岩山因山有五谷、突起五峰而得名。一代药王
孙思邈曾隐居五岩山采药炼丹、著书立说、治病救人，在当地留下许
多美好的故事。
五岩山上至今仍留有药王隐居处、炼丹处、著书阁、藏药库、晾书
台、练功石、捣药臼、撵池、杏林等众多遗迹，较好的保存了药王当年
隐居五岩山时进行行医、采药、炼丹、著书活动场所的原状，且有宋、
金、明、清等多处古代纪念药王的碑石摩崖，具有极高的中医药学文
化研究价值。

仰韶大峡谷：奇峰峻岭，景色俏丽。

曹丞相府：汉风魏韵，梦幻相府。
曹丞相府景区位于许昌市中心魏武帝广场，是在原来曹操大营和
办公的遗址上恢复重建的，是国内目前全方位展示曹魏文化的 3A 级主
题景区。
曹丞相府景区由曹丞相府、魏武帝游园、周边旅游商业街区等部分
构成，是人文内涵与现代科技相互结合、历史真实与游客体验相互交融
的曹魏文化旅游主题景区，让您穿越历史时空，梦回金戈铁马的三国时
代。

春秋楼：历史悠久，格局独特。
许昌春秋楼（关宅）、文庙景区位于许昌市中心。是一处明清风格
的古建筑群，属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春
秋楼古建筑群，历史上曾以关公宅、武安王庙、关王庙、
“两院英风”庙、
关夫子祠及关帝庙称之。
整个景区有三大特色:一是格局独特。关羽将一宅分为两院，被后
世赞为“两院英风”，列为清代“许州十景”之一；二是建筑宏伟。景区内
主体建筑关圣殿高达 33.1 米，雕梁画栋，气势恢宏，更有高达 15 米的室
内关公坐像，正气凛然，俯瞰众生；三是文庙、武庙毗邻，形成了文、武二
圣并祀的格局，独具特色。

灞陵桥：汉风魏韵，保存完好。
许昌灞陵桥景区又名关公辞曹处，是国家 AAA 级景区。位于许昌
市许继大道西段七号，是集休闲、娱乐、游览于一体的文物景区。灞陵
桥景区由三国胜迹灞陵桥（又名八里桥）、关帝庙及古典园林建筑组
成。景区环境优美，文化底蕴丰厚，是《中国文物古迹游》三国战略旅游
线上的著名景区。
整体建筑布局严谨，结构完整，红墙灰瓦，雕梁画栋，古朴典雅，许
昌关帝庙将曹操与关羽同殿供奉，形成了“天下关庙皆贬曹，许昌关庙
独奉曹”的独特文化现象。

景区推荐

本周惠民卡为大家推荐两个最适合夏天去的度假胜地：恐龙遗
迹园和大伾山。会员们提前预约不仅可以免门票，而且景区风光比
你想象的更加惊艳！

恐龙遗迹园：
中国西峡恐龙园位于秦岭山脉东段、伏牛山南麓的河南省西峡
县丹水镇，国家 5A 级景区，一个集科普、观光、娱乐、休闲、科研于一
体，将原始和现代紧密结合的大型恐龙主题公园。其中，恐龙蛋化石
博物馆是中国地质博物馆在全国的分馆之一，恐龙蛋遗址是全世界
唯一一座以开挖隧道方式展示恐龙蛋化石原始埋藏状态的展馆。
西峡出土的恐龙蛋化石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分布之广、保存之
好，堪称“世界之最”，被誉为继秦始皇陵兵马俑之后的“世界第九大
奇迹”
。

大伾山：佛寺林立，特色鲜明。
大伾山风景区包括大伾山、浮丘山这两座在千里平原上突起的
秀丽青石山峰。是首批河南省文明风景旅游区、国家 AAAA 级旅游
景区，因其有中国最早，北方最大的大石佛而著称于世。该石佛始建
于北魏，依山开凿，总高八丈，藏于七丈高的楼内，素有“八丈佛爷七
丈楼”之称。
大伾山上现存道观佛寺建筑群 7 处，名亭 8 座，石窟 6 处，各式古
建筑 138 间，摩崖碑刻 460 余处，各具特色，浮丘山因山巅有唐代的
千佛洞石窟和明代碧霞宫而享誉四方。
还等什么，赶快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出游吧！关于景区的活动时
间，请会员们登陆惠民卡官方查询，并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