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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河南省省级部门
决算公开工作进展如何？9月
18日，记者从河南省财政厅了
解到，截至8月31日，河南省
省级108个部门全部公开了
2017年度部门决算信息。省财
政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省
级2017年度共119个部门，其
中应公开部门决算的部门108
个，实现全部公开。

与2016年相比，2017年
决算公开部门增加14个，以
下14个部门属于首次公开信
息：河南警察学院、中共河南
省委党校（河南行政学院）、河
南财政金融学院（原河南财政
税务高等专科学校）、洛阳铁
路信息工程学院、河南省邮电
学校、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

校、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校、
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
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河南
省黄河河道堤防管护办公室、
河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河南省通信行业职业技能鉴
定中心、河南省石油计量站和
河南省直属行政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管理中心。

在公开部门收支、政府采
购支出等情况的同时，部分部
门结合工作开展情况细化了
公开内容。如省工商局公开了
着装费、营业执照购置补贴、
信息化建设等5个专项的绩效
详细情况；省司法厅公开了弱
势群体法律援助资金绩效评
价表；省统计局公开了农业普
查现场登记、遥感测量、数据

采集与审核等具体工作量信
息；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公开了
年度食品抽检工作情况等。

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财政厅对于决算信息
继续采取“一站式”发布方式。
近日，省财政厅在门户网站

“财政资金预决算公开平台”
上集中发布了各部门的部门
决算 PDF文本，包括部门概
况、决算表、情况说明和名词
解释等，方便公众下载查阅监
督。在通过部门决算业务管理
系统自动生成决算公开表的
同时，又自动生成了财政拨款
收支、基本支出及“三公”经费
支出等情况说明，既减轻了各
部门公开工作量，又为后续公
开奠定了可靠的数据基础。

本报讯 9月 18日，洛阳
市嵩县市民赵女士从包里拿
出手机，打开微信，手指一点，
通过“中国邮政报刊订阅”服
务订了一份全年的《大河报》。

“现在啥都方便，坐家里可以
订外卖，订《大河报》也不用出
门了。”赵女士说。

据了解，为方便读者订阅
报刊，从2017年开始，中国邮
政与腾讯合作，联合打造了微
信官方“城市服务”平台。订户
只需拿出手机，登录微信，打
开微信“钱包”中的“城市服
务”，进入“邮政服务”模块，点
击进入“中国邮政报刊订阅”，
便可轻松征订《大河报》在内
的1万余种期刊和报纸。

9月18日，赵女士听说中
国邮政推出了这一款“掌中订
报”服务，她拿出手机，通过微
信进入“邮政服务”，填写了收
货人姓名、手机号、详细地址
等信息，然后支付360元，订
了一份全年的《大河报》。赵女
士说，她早就想订《大河报》，

可是由于比较偏远，不太方
便。今年，她从朋友那里得知
中国邮政的这一服务业务，便
先尝试了“掌中订报”。

记者登录微信发现，“中
国邮政报刊订阅”中除了订阅
首页，还分为报刊分类、报刊
搜索、热卖排行、个人中心等
板块，其中，“报刊分类”中包
含“省内报刊”“教育辅导”“时
政社会”等9个报刊类别；“报
刊搜索”功能中，只要输入报
刊名称或邮发代号，便可快速
找到自己想要的报刊。

据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河
南省分公司负责人介绍，2017
年，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河南省
分公司在微信开通“邮政订报
刊”服务之后，一年时间便有6
万客户通过该系统征订报刊。
目前，该公司已实现“一个入
口，多种服务”的便民、惠民、
利民互联网生活。而这一业务
的推出，对偏远地区的市民来
说，将真正实现足不出户、动
动手指，好刊、好报送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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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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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米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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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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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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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国有土地转让合作建厂房出

售整栋整层标准厂房售万博
正弘凯宾城商铺13703860367

写字间楼

正弘大厦
二七路地铁口旁临街写字间
招租66210038、13513805862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代办疑难公司13503711111

招聘

●长期招水电预埋安装工人
6--8千元包吃住15803897686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家政服务

●专业清洗保洁13663711996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培训后保姆保洁13838195700

声明

●本人余国友，兹因在中国人

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

桥营销部投保车牌号豫SKL1
59，保单号80511201841150
3000823、商业险单证(171
1317087)丢失，现声明作废。

●中日美文化艺术交流(北京)
中心洛阳办事处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4103003120
66209）,副本（注册号4103
00312066209（1-2）,（2-2））
，公章，声明作废。

●赵振炎郑房权证字第070105
2862号房屋所有权证丢失，

特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

关将予以补发。

●郑文贞郑房权证字第04010
78997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

特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

机关将予以补发。

●本人李西明遗失由河南金湖

建设实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收

据首付款收据号：2713558，
金额：65916元；维修基金收

据号：2713559，金额：7480元
以上收据声明作废，如后期出

现与上述收据相关经济纠纷，

与河南金湖建设实业有限公

司无关。

●牛伯庆，于2018年9月17日遗
失二代身份证，号码4105211
98510050051，特此声明。

●黄亦鑫护士执业证书丢失，编

号：201341025056，声明作废。

应公开决算的108个部门全部公开
河南省级2017年度共119个部门,公开了2017年决算的部门比上年增加14个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通讯员 牛要聚

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微信上也能订《大河报》

微信中“中国邮政报刊订阅”服务
搜“大河报”可及时下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田育臣 实习生 王酉鑫 文图

距李芳为勇救四名
学生而倒在血泊中的那
个路口不到100米，就是
浉河区董家河镇绿之风
希望小学。

“李芳老师用鲜血和
生命，为全校师生树立了
榜样。”9月15日，说起李
芳，校长王斌忍不住红了
眼圈，“李芳老师走后，学
校每一位老师工作都更
努力了。大家说，不这样
就不配做李芳的同事。”

走进校门，几块巨大
宣传栏内，白底黑字写满
李芳的英雄事迹。王斌
说，上学放学、课间休息，
师生们都会聚到这里，一
次次回放英雄舍身救人
的英勇瞬间，一遍遍回忆
李芳老师在学校工作时
的点点滴滴。

教师节前刚刚建成
开馆的“李芳英雄事迹陈
列室”，原本是李芳生前
所用的办公室。墙上挂着
从李芳档案里复印出来
的她报考原信阳师范学
校时，愿把一生献给乡村
教育的入学志愿书，愿为
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惜牺
牲生命的入党志愿书，还
有她29年来兢兢业业、
勤奋工作赢得的各种荣
誉和奖励。在一张使用多
年的办公桌上，整整齐齐
地摆放着她用过的课本、
教案、字典和批改过的学
生作业。

“我们一直都觉得李
芳并没离开，她与我们同
在。”学校党支部书记张
涛说。

李芳走后，六（2）班
学生谢智信创作的水彩

画《恩师李芳》被端端正
正地摆在陈列室中那堆
课本、作业前，画中的
李芳一脸祥和，满面笑
容，目光中充满着母亲
般的慈爱。教务处副主
任陈玉兰老师每次打开
陈列馆，总是掏出准备
好的面巾纸，细心地把
这幅凝聚全校师生思念
之情的画框擦得干干净
净，一尘不染。

暑假期间，市里组织
李芳英雄事迹宣讲团，学
校每一位老师都自愿放
弃假期休息时间，积极报
名参加。学校特地组织了
一场“学李芳精神、讲英
雄故事”的专题演讲比
赛，杜丹丹等老师被选为
全校师生的代表，跟着宣
讲团一起，把李芳老师最
真实的故事，讲给越来越
多的人听。

被李芳救起的学生
郝晨月，一提起李老师，
就忍不住抹起了眼泪。她
说，李老师走后，同学们
在一起说得最多的就是：

“要是不好好学习，怎么
对得起李老师？”

教师节前，一家媒体
组织的爱心捐赠送到了
学校，除了孩子们最喜
欢的课外书外，三家爱
心企业捐助的10万元现
金成了学校设立的“李
芳爱心助困基金”的第一
笔善款。

在二楼教室的东头，
李芳图书室正在筹建之
中，区政府首批采购的价
值12万元的图书即将入
库，团省委捐助的价值25
万元的图书也即将运来。

绿之风希望小学师生：

李芳老师和我们同在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胡巨成 通讯员 刘宏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