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21 日 18 时，郑州外国语学校的田
佩佩坐在教室里学习大学《微积分》，为参加
大学自主招生考试做准备。

这是源自于中国教育学会启动的中国
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全国有 64 所学校参
与先期试点，可开设大学课程供学生先修。
我省有郑州外国语学校、省实验中学、郑州
一中 3 所学校入选。

8门课程供学生先修
根据“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的

规划：2014 年秋季可开设课程为《微积分》、
《线性代数》、《通用学术英语》、《微观经济
学》；2015 年春季开设课程为《文学写作（中
文）》、《物理（力学）》、《概率与统计》、《宏观
经济学》，8 个精品课程供高中“尝鲜”。

郑州外国语学校教务主任曹四清说，该
校在开设的高中校本选修课程外，利用每晚
18 时至 19 时 30 分的时间，给部分高三学生
开设了《微积分》、《线性代数》、《通用学术英
语》3 门课程。

据悉，这些课程采用的是中国大学生先
修课程教材，比普通高等教育教材相对容易
些。与郑州外国语中学不同，省实验中学、
郑州一中的先修课程从高二就开始了，等学

生适应之后，再扩大知识层面，覆盖至全部
课程。

适用于学有余力的学生
就目前高中阶段而言，学生课业过重是

不争的事实。记者从省会多家高中了解到，
为了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大部分课程在高二
阶段通过小高考完成。即便如此，很多学校

到了高三阶段，纷纷放弃音乐、美术等副科，
甚至连体育课都要让位主科。在这种情况
下，开设大学先修课程，意欲何为？

“先修课程适用于学有余力的学生，目
的是激发学生潜能，探索高中与大学课程的
衔接。”省实验中学一位负责人说。据悉，该
校学生中大概有近 100 名学生报名参加了先
修课程，大概占到全校高三学生的 10%。

按照试点方案，大学先修课在中学开
设的基本要求是：每个开设的班级须得保
证 1 名教师全程授课，每周 2 个课时。为保
证师资力量，我省 3 所高中将优秀老师假期
送到师范大学里参加高等培训，专修大学
讲师课程。

警惕有圈生源掐尖之嫌
目前，北京大学已与全国部分中学合作

试点开设“中国大学先修课程”，对成绩特别
优秀的学生，入学者可减免其相应的大学课
程学分，免修相应课程，这对优秀中学生相
当有吸引力。

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室主任李帅军说，
从学生成长角度讲，开设大学先修课程必须
有合理的保障机制，实现其作为学生成长过
程延伸的功能。首先要求的是师资合格，否
则等于耗费了学生的时间。其次，在心态上
要规避极易形成的功利色彩，“修多少课程
就能得到多少好处”、“进了先修班等于进了
尖子班”，这是与先修课程的基本原理相背
离的，就可能存在圈生源掐尖之嫌。

目前，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还处在试点阶
段。李帅军认为：“从长远看，要想符合基础
教育人才成长的规律，课程的考核不应该与
掐尖选优、高考录取存在直接的挂钩关系，但
可以适当地作为间接参考。”③11

多年以来，新乡的先进典型群体不仅人
数多、影响大、活力强，而且还呈现出老典型
长盛不衰、新典型层出不穷的繁荣景象。先
进典型群星灿烂，究竟有什么样供其生长的

“良田沃土”？

太行精神代代相传
太行儿女拼搏奋斗

千百年来，太行儿女在这片土地上繁衍
生息、开拓耕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太行儿女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百折不挠、万
众一心、敢于胜利的精神代代相传。

人民群众是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没有
太行精神，没有太行儿女的奋斗和拼搏，便不
会有“新乡现象”。

200多万立方的土石方不是史来贺一个人
就可以搬走的，几千亩良田也不是吴金印一个

人就能开拓出来的。刘庄、唐庄、回龙、京华的
成绩……都是领导带头，和群众一起创造的。

张荣锁说：“回龙村近年来的巨大变化，
靠的是全村群众和共产党员齐心协力共同
创业，而人民群众把功劳记在我的账上，我
不仅受之有愧，更为他们的信任而感动。”

比、学、赶、帮
先进典型砥砺前行

退下来后依旧发挥余热帮助山区改变
面貌的郑永和，“乡镇党委书记的榜样”吴金
印，“村支部书记的榜样”史来贺，“十大女
杰”刘志华，一个个老先进，经过岁月的磨
砺，不仅没有中途落伍，而且历久弥新。

近年来，新乡又涌现出了一批新典型：
“太行赤子”张荣锁，“全国道德模范”裴春
亮、范海涛等。

老先进与时俱进，新先进生机勃发，新乡的
先进群体呈现出万马奔腾、百舸争流的局面。

几十年前，许福卿就曾步行去几十里外
的刘庄参观学习。在他看来，自己取得的成
绩，全得益于老先进史来贺的感染和教诲。

到如今，吴金印也会抽空去裴春亮所在
的裴寨社区看看。他说：“年轻人比我们思想
活，我们得向他们多学习、取经，也要结合实
际，发挥优势，想办法比他们干得更好。”

组织管理综合施策
关爱帮扶激励培养

“全国道德模范”范海涛说，自己的成长
历程，始终离不开组织的关心帮助。吴金印
说，唐庄能取得今天的一点成绩，离不开上
级党组织的信任和支持。

多年来，对待先进，新乡市委、市政府给
荣誉、给舞台、给项目帮扶、政策倾斜。30 多
年中，一代又一代先进典型脱颖而出，被推选
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样的措施
激发了干事创业的强劲动力，形成了争先进，

出先进的社会氛围。
长期跟踪研究新乡先进群体现象的新乡

市委党校教授张敬民说，一个地区没有一大
批先进模范作支撑，是缺少希望的；先进模范
群体不形成合理结构，是缺乏活力的；有了大
批模范，党和政府不去支持和关爱，先进模范
是不能长盛不衰的。

这些年，新乡形成了教育、培养、提升先进
典型的工作机制。实施了目标引导、规范约束、
监督指导、考核奖惩等措施，建立了动态管理、
民主评议等制度。定期召开先进典型论坛、座
谈会，每年分层次对先进典型进行培训，交流
工作经验。定期组织先进典型外出考察学习，
开阔视野、激发干劲，确保先进群体健康成长。

新乡市委书记李庆贵说，我们坚持用感
情关爱典型，用政策扶持典型，用待遇激励典
型，就是要放大先进典型的辐射效应和示范
带动作用，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

（据新华社郑州10月21日电）

本报讯（记者谢建晓 实习生
刘 琰）今年前 9 个月，我省法院共
受理职务犯罪案件 2499 件 3791
人，其中厅级以上干部 31 件 31 人，
处级干部 106 件 113 人，审理职务
犯罪案件慎用缓免刑……10 月 21
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今年我省法院依法从重从
快判处职务犯罪案件情况。

当前，我省法院审理的贪污贿
赂类职务犯罪案件呈现几大特点：
一是贪贿案件数量大幅上升。受
理案件数比去年增加近三成，特别
是受理和判处的厅级干部职务犯
罪案件较去年增加一倍多；二是涉
案数额越来越大。以厅级以上干
部为例，今年判处的 21 个案件中，

涉案数额超过 500 万元的就有 14
件；三是犯罪持续时间长、次数多，
有的犯罪行为长达数年甚至十几
年；四是窝案、串案时有发生，审理
的共同犯罪案件占职务犯罪案件
总数的 30%。

对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
全省法院始终坚持严打方针不动
摇，特别是对群众反映强烈、犯罪
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财产和人民
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贪贿案
件，依法从重从严惩处。从严把握
贪贿案件缓、免刑的适用条件。对
厅级以上干部及省管处级干部职
务犯罪案件，除依法不公开审理的
以外，都要公开开庭审理和公开宣
判。③11

本报讯（记者李凤虎 实习生
焦莫寒）10 月 21 日起，省公安厅开
展为期两个月的警车违规问题专项
治理行动，明确规定警车非因公务
不得停放在餐饮、娱乐场所门口。

此次治理的重点包括：使用的
警车属于走私、被盗抢车辆的，非
法扣留、扣押的，应当报废、拼（组）
装等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
外借、赠送、出租、抵押、转卖警车和
牌证，或者将警车、警车牌证超范围
配备给其他社会单位、社会人员而
未如数收回的；警车未依法进行登

记、未按规定悬挂警车号牌、牌证不
全的，或者挪用、套用、使用伪造、变
造的警车牌证的等。

此外，不按相关国家、行业标准
喷涂警车外观制式、安装警用标志
灯具、警报器的；本地区其他社会车
辆非法涂装警车外观制式、非法安
装警用标志灯具、警报器的；未携带
驾驶证、行驶证驾驶警车的；非执行
紧急公务驾驶警车超速行驶、不遵
守交通信号标志、不服从交警管理、
违规使用警灯警报器等交通违法
的，也在此次专项治理之列。③11

本报讯 （记者王 平）10 月 20
日上午，省红十字会接收爱心企业
为驻马店市确山县南泉村惠民饮
水工程项目捐赠仪式在郑州举行。

在捐赠仪式上，河南君裕宏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州进达置业
有限公司、河南国宏铁路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竹林松大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郑州申港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郑州垚鑫土石方工程有限公
司、河南省新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共同捐赠 21 万元，用于南泉村的
打井及其配套设施，解决全村 550
人的饮水困难。

南泉村为省级艾滋病重点高发
村，是河南省红十字会定点帮扶村。
2004年以来，省红十字会一直为南泉
村开展艾滋病防治提供帮扶。③11

本报讯 （记者李 林）10 月 21
日，共青团郑州市委 12355 青少年
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师走进郑
州市骨科医院，为被黑熊咬断胳膊
的 9 岁男孩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和
心理疏导。

10 月 19 日，事件发生当天，孩
子被送往郑州紧急救治。次日，得
知 孩 子 截 肢 后 出 现 情 绪 波 动 ，
12355 在征得家长同意后，立刻安
排中心心理咨询师对孩子进行危
机干预。心理咨询师通过和孩子
的交流，暂时平复了孩子的情绪，
但是由于前期的惊吓、身体上的疼

痛和后期行动上不便，孩子依然要
面临长期的、巨大的压力。

咨询师向家长提出几点建议，
包括在孩子没有意识到目前的状
态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时，不要
把负面情绪传递给孩子，让孩子更
多地了解自己“能做什么”和“怎么
做”，而不是“不能做什么”；转移注
意力，不人为地给孩子增加更多情
绪负担，让孩子以阳光、积极的心
态面对未来无限的可能。

12355 的心理咨询师表示，将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长期为他提
供权益维护和心理帮扶。③10

河南法院严惩职务犯罪

省公安厅开展
专项治理警车违规行动

7家企业捐款21万
解决南泉村村民饮水困难

12355 心理咨询师

为截肢男孩做“心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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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不饱”可以“提前吃” 好愿望应避“掐尖”嫌

我省仨高中可“先修”大学课
□本报记者 栾 姗

民族精神再铸太行丰碑
——探访“新乡现象”（下）

□新华社记者 付昊苏

10月 21日，灵宝市许多市民来参观刚建成的牛庄革命传
统教育基地。该教育基地由烈士陵园、烈士纪念馆组成，总投
资 600多万元。⑤4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近日，首届郑州市营养早餐大赛在郑州市惠济区百文花园社区举行。该活
动旨在普及营养早餐重要理念，传播营养早餐的搭配和制作方法。⑤3 张涛 摄

CFPCFP供图供图

灵宝建成灵宝建成
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聆听先烈英雄故事聆听先烈英雄故事，，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市民排队参观灵宝市革命烈士纪念馆市民排队参观灵宝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大学先修课程

2014年前3季度河南省各省辖市开放型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注：本表进出口数据由郑州海关提供。
河南省对外开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4年10月21日

单位

全省
郑州市
开封市
洛阳市

平顶山市
安阳市
鹤壁市
新乡市
焦作市
濮阳市
许昌市
漯河市

三门峡市
南阳市
商丘市
信阳市
周口市

驻马店市
济源市

进出口（万美元）

4164895
2800643

39226
127496
49761

108175
23127
96424

186329
53564
171185
49104
19186

148174
25927
60401
44140
30644

131390

同比±％

7.5
7.3
3.0
-6.8
48.0
-18.0
13.1
10.0
10.8
9.2
11.3
54.4
-15.8
21.5
39.2
9.3
-6.4
-5.3
15.4

实际利用外资（万美元）

995620
209128
35113

139912
18081
29902
51933
53720
51372
35121
46919
62811
69386
45621
24707
34838
37929
25452
23675

同比±％

2.4
-6.2
10.0
-9.2

-38.9
8.0

12.0
0.9
8.2

24.4
15.4
14.7
2.0

13.8
12.5
12.0
24.2
9.5

17.7

实际引进省外资金（亿元）

5463.2
643.4
347.1
455.7
334.8
402.2
191.4
384.5
374.3
134.1
287.3
146.6
228.9
332.1
410.4
158.0
333.8
169.5
129.1

同比±％

17.8
18.6
19.4
19.1
18.6
16.3
19.9
16.3
15.6
20.1
19.2
17.4
17.6
15.4
17.3
20.1
15.8
19.4
20.4

今年以来，洛阳市伊川县地税局针对房地产管
户多、未清算项目多的特点，围绕建筑、房地产行业
税收精细化管理进行探索，对房地产企业开发项目
进行全面梳理，积极查找土地增值税清算工作着力
点，探索出“五化”审核模型，推动土地增值税清算
迈上深层次、高级化审核阶段。

突出资料受理的规范化，解决资料残缺不全、
难以审核的问题。因《清算规程》对纳税人提交清
算资料的规定过于概念化，导致房地产开发企业提
交楼盘清算资料不统一，且残缺不全。针对这一问
题，该局统一了资料受理的标准，要求纳税人必须
提交齐全清算报表类、政府部门审批备案类、收入
明细类、施工预决算合同类和成本费用归集类五大
类 13项资料才予以受理。

突出人员分工的专业化，解决人员素质参差不
齐、清算力量薄弱的问题。针对审核人员业务素质
存在客观差异，该局将土地增值税清算案卷的审核
分为五大块。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分配相应的审核
任务，做到人尽其才。清算审核的专业化分工，一
方面有利于审核人员积累清算经验，增强审核敏锐
性，提高审核效率；另一方面，有利于集中力量，将
责任心强、业务水平高的同志集中起来，重点突击
开发成本，确保审核过的案卷不出现重大纰漏，防
范执法风险。

突出审核方法的图表化，解决成本项目庞杂、工
作强度大的问题。该局设计了《楼盘分布信息表》、

《同期销售收入比对表》、《开发成本综合分析比对
表》、《成本费用归集明细表》和《已纳税金明细表》五
张表格，提取清算资料中的关键数据，既便于掌握整
个楼盘建设、销售的基本情况，也便于数据间的横纵
项比对，查找出可疑问题。通过五张表格判断企业
确定的清算对象是否正确、成本费用的分摊方法是
否合理、是否存在个别房屋销售价格明显偏低、是否
存在部分建筑物建造单价畸高等问题。

突出异常问题的指标化，解决审核人员主观认
识差异、掌握尺度不一致的问题。在图表化审核的
基础上，该局设定异常问题的警戒值，防止审核尺
度不一、遗漏异常现象的发生。如将每栋建筑项目
预算价格与决算价格差异率设定为 15%，超出 15%
警戒范围的建筑项目一律列为待核查问题。

突出证据搜集的链条化，解决征纳双方对清算
结论分歧大、税款难以及时入库的问题。对于分析
中发现的异常问题，该局按照证据链条原则开展实
地核查。如虚列拆迁补偿费用是土地增值清算中
的常见问题。按照目前的规定，只要纳税人提供合
同、票据、转账凭证，拆迁补偿费用就可以列支。今
年，在对伊川某楼盘清算中，发现拆迁补偿明显偏
高，且纳税人不能给予合理解释，该局通过深入村
委会、社区走访基层组织负责人、补偿对象，提取证
人、证言，证实该企业虚列拆迁补偿支出 60 余万
元，在铁证面前，纳税人主动补缴土地增值税 21 万
余元。 （刘朋涛 任璐）

伊川县地税局“五化”模型破解土地增值税清算成本审核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