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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杜 君）森林是
天然大氧吧，10 月 18 日，记者从省
林业厅获悉，在日前举行的首批

“中国森林氧吧”授牌仪式上，有
37 家单位获殊荣，我省黄柏山国
家森林公园、南山省级森林公园、
南湾国家森林公园上榜，加入森林
氧吧“国家队”。

黄柏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商
城县，境内山清水秀，沟谷幽深，潭
瀑众多，在万丈崖实测空气负氧离
子浓度，瞬间最大值曾高达每立方
厘米 47.8 万个，创全国新高，为世

界卫生组织“空气清新”标准的
478 倍；济源市南山省级森林公园
森林覆盖率高达 97.8%，空气负氧
离子平均含量为每立方厘米 6300
个；位于信阳市的南湾国家森林公
园由近百座岛屿构成，有山皆青，
湖水皆碧，鹰击长空，鱼翔浅底。

据悉，“中国森林氧吧”评选由
中国绿色时报社发起，邀请专家对
全国各森林区域内的空气负氧离
子浓度、空气清晰度、空气细菌含
量、自然景观优势等进行定量科学
测评。③7

本报讯 （记者王 平）10 月 16
日上午，由郑州慈善总会组织、以

“传播‘郑’能量，开启善时代”为主
题的第八个“郑州慈善日”活动启
动 仪 式 在 郑 州 市 群 众 艺 术 宫 举
行。来自省、市慈善机构的相关负
责人，以及学校、医院、爱心企业、
慈善志愿者等 1000 余人参加了活
动。现场共募集善款 1.47 亿元。

据悉，为了激励社会各界参与
慈善事业的积极性，培养和提高全

民慈善意识，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
稳定，郑州市在 2007 年决定，将每
年的10月16日定为“郑州慈善日”，
并于2008年首次开展了相关活动。

据郑州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的“郑州慈善日”持续开展了
一系列活动，所募集的善款将用于
安老、扶孤、助学、济困等方面。下一
步还将开展一系列的救助活动，将
善款使用在最需要的人群身上，让
更多的人感受到社会的温暖。③7

本报讯（记者冯 芸）10 月 18
日，记者从团省委获悉，第二届

“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河南分赛暨河南省青年创新创业
大赛总决赛在濮阳圆满落幕。

第二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
新创业大赛河南分赛由团省委、
省网信办、工信委、人社厅等单位
共同主办，旨在搭建河南青年创
新创业日常展示交流、资源对接、
项目孵化等平台，开展创业辅导、
创业孵化、项目推介等服务，帮助

青年增强创业能力、提升创业成
功率。本次大赛自 8 月份启动以
来，全省共有 515 个项目参赛，涉
及电子商务、金融、食品、医疗、文
化、旅游、艺术等多个领域。

10 月 11 日～15 日，入围省级
决赛的 32个参赛项目，通过项目路
演、现场答辩、评委互动等环节，评
选出创意类和创业类共 12个项目，
角逐大赛创业类、创意类一、二、三
等奖，决赛共设奖金 14.1万元。最
终，“视觉音频骨传导可穿戴影音系

统”项目获得全省创意类一等奖，
“组织再生技术在疾病治疗中的应
用”项目获得全省创业类一等奖。

据了解，此次获奖项目还将
获得“青年之声·河南”创业就业
志愿服务联盟、大赛合作创业园
区、大赛投资联盟提供的创业辅
导、融资支持、园区入驻等服务，
享受优惠的创业扶持政策和优质
的创业孵化服务，并将择优推荐
参加第二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
新创业大赛全国决赛。③10

本报讯 （记者栾 姗）10 月 17
日，全国中小学“校园啦啦操”展演
暨青少年足球工作研讨会在郑州
市金水区举行，来自全国 33 支校
园啦啦操队奉上精彩展演。

本次展演由国家体育总局体
操运动管理中心和教育部体卫艺
司联合开展，旨在向全国中小学校
推广“一校一球一操”模式，郑州市
金水区艺术小学、郑州市金水区金
沙小学、郑州市第七十一中学代表
我省参加了展演。

啦啦操是体育运动中的一个

新兴项目，由最初为美式足球呐喊
助威的活动，发展到现在成为世界
范 围 内 的 一 项 体 育 运 动 。 2010
年，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在全国开展
校 园 啦 啦 操 联 赛 ，已 有 29 个 省
(市、区)建立了啦啦操委员会，直
接影响和覆盖学生超过 200 万人。

当天举行的全国青少年足球
工作研讨会上，郑州市金水区将校
园足球和校园啦啦队相融合的体
育大课间模式，被国家体育总局体
操运动管理中心和教育部体卫艺
司在全国中小学重点推广。③6

首批“中国森林氧吧”出炉

我省仨森林公园进“国家队”

“郑州慈善日”活动
募款1.47亿元

第二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河南分赛落幕

12个项目获创业创意类大奖

全国中小学“校园啦啦操”
展演在郑举行

本报讯 （记者徐东坡）10 月
15 日，省政府在郑州约谈了太康
县、杞县、邓州市政府一把手和分
管秸秆禁烧工作的副县（市）长及
社旗、沈丘、郸城分管秸秆禁烧工
作的副县长。6 县（市）政府被要
求作出深刻检查。

当前，我省秋季秸秆禁烧工
作进入关键时期，但根据国家环
保部网站公布的数据统计，9 月
15 日至 10 月 13 日，全省共发现
着火点 337 个，涉及 13 个省辖市
和 4 个直管县（市），其中火点较
多的有周口、驻马店、开封等市。
此次是省政府第三次约谈相关县

（市）的主要负责人和分管秸秆禁
烧工作的负责人。

针对秸秆焚烧现象，我省今
年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除每
个火点扣除财力 50 万元外，还对
火点较多的县（市）领导约谈问
责，甚至有相关乡镇领导因此而
被免职。但即使这样，为什么我
省被监测到的火点数量仍居全国
前列。

据了解，这体现了我省在秸
秆综合利用上与外省的差距，部
分往年火点较多的省份，近几年
加大秸秆综合利用，今年取得了
明显的成效，火点大大减少。③7

10 月 18 日，在中国开封第 33 届菊花文化节上，一株直径 3.8 米，由
641 个不同品种的菊花在青蒿上嫁接组成的“大立菊”，成功获得吉尼
斯世界纪录认证。这株“大立菊”是经过 4 年的培育，利用特殊技术使
不同品种菊花花期相遇，集中绽放。⑤3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

因秸秆禁烧不力

6县市被省政府约谈

老话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女
婿照顾岳母常见，能坚持半个多世
纪就显得弥足珍贵。在获嘉县中
和镇东街村，今年 82 岁的李树凡照
顾 103 岁岳母 55 年的事迹在当地
传为美谈。

李树凡是新乡市农牧局的退
休干部。1960 年，他和东街村的刘
玉珍结婚时就说:“你是独生子女，
我一定和你照顾岳父岳母到老，让
老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从那时
起，李树凡每逢周末、节假日，都要
到岳父家干农活、做家务。

1986年春天，岳父因脑溢血住进
医院，李树凡喂饭、换洗尿布任劳任
怨，整整陪护了 25 个昼夜。岳父去
世后，他跑前跑后为岳父料理后事。

1994 年，李树凡退休后到爱人
家照应岳母。当时，因爱人在镇上
开商铺，每天需要打理，老李二话

没说，戴上围裙进了厨房，挑起了
全部家务。

老李把岳母当作自己的亲生
母亲尽孝，无微不至。平常做饭总
是按照老人的口味做，老人想吃啥
做啥，做好饭菜端到面前；岳母经
常夜里遗尿，他就随时洗换尿布、
晒被褥。 10 年前的一天，岳母说

“挽头麻烦干脆剪成短发吧！”从那
天起，老李又做起了理发师，每月
拿起剪刀给老人修剪头发。

103 岁的老岳母在老李的悉心
照料和陪伴下，思维清晰，精神良
好。同为老人的李树凡说，他愿意
一直照顾老人，与百龄老岳母共同
安享晚年生活。

“这 50 多年来，为照料老人他
没有一句怨言，这种孝举太难得
了，太值得我们学习了！”李树凡的
事迹，让很多人赞不绝口。可他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一声娘亲，
就是一辈子的承诺，没啥可值得炫
耀的。”③11

本报讯 （记者谭 勇）10 月 18
日，记者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了解到，2015 中国物业管理综合
实力百强名单日前正式公布，我
省 6 家物业企业上榜。

据了解, 目前全国有 4 万余家
物业服务企业。伴随着中国经济
进入新常态，“互联网+”概念席卷
各行业，物业服务行业也正式迈入
转型期，服务模式的创新已成为整
个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物

业管理综合实力百强企业代表了
全国物业服务企业的最高水平,是
行业整体发展的缩影。

我省上榜的 6家物业企业分別
是鑫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16位）、
河南建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35
位）、河南正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0 位）、郑州新世纪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49 位）、河南楷林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78 位）、河南万厦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91 位）。③7

本报讯（记者惠 婷 陈小平）
10 月 17 日，河南省教育扶贫全覆
盖行动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我省
将举全省教育系统之力，建立各级
教育结对帮扶关系和学生结对帮
扶关系，全面覆盖贫困地区每一所
学校、每一位教师、每一名学生及
每一个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按照教育扶贫全覆盖行动方
案，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
中、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
都将开展教育结对帮扶。学前教
育阶段要在县域内建立“县—乡”
和“乡—村”两层结对帮扶关系；
义务教育要建立“市—县”、“县—
乡”和“乡—村”三层结对帮扶关
系；普通高中要建立“省—县”和

“市—县”的“二对一”结对帮扶关
系 。 对 贫 困 家 庭 学 生 的 结 对 帮
扶，依托大学生志愿者服务西部
计划、暑期三下乡社会实施等活
动，动员大学生志愿者与片区农
村贫困学生建立“一对一”长期结
对帮扶关系。鼓励开展多种形式
的社会公益活动，动员社会志愿
者与片区贫困学生建立“一对一”
长期结对帮扶关系。县级教育行
政部门统筹，建立校长、教师“一
对一”对口帮扶农村留守儿童的
工作机制。

当天，河南省实验中学和兰
考县第三高级中学、河南省实验
小学和新县列宁小学作为代表，
分别签订了对口帮扶协议。③7

教育扶贫全覆盖启动

“中国物业管理综合实力百强”发布

我省6家物业企业上榜

八旬女婿悉心照顾百岁岳母 55 载

一声娘亲一辈子承诺
□本报记者 董建矿

本报通讯员 杜家利 赵 磊

10月17日，汝南县大新庄村举行首届尊亲孝老喜迎重阳节活动，爱心企
业为村里9位90岁以上老人送来了食用油、鸡蛋、米等礼品。⑤3付忠于 摄

省地税局四大措施支持创业创新
梳理出 11 项税收优惠政策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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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

创业投资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抵扣

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优惠

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人员税收优惠

军队转业干部、退役士兵和随军家属
税收优惠

科研人员个人税收优惠

不达起征点税收优惠

小型微型企业签订借款
合同税收优惠

制图/党 瑶

本报讯 （记者赵振杰）10 月 18
日，记者从省地税局获悉，近日省地税
局向全省地税系统下发《河南省地方
税务局关于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
策措施的意见》（简称《意见》），要求全
省地税系统从落实税收政策、简政放
权、优化办税措施、加强督促检查四个
方面入手，营造积极有利的税收环境，
进一步激发全省创业创新活力。

在落实税收政策方面，《意见》首
次对小微企业、创投企业所享受的 11
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梳理，既方便
了税务部门执法，也有利于小微和创
投、创新企业明明白白纳税。这些政
策既包括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也包
括创业投资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抵扣、
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高新技
术企业低税率优惠等。

《意见》还提出，要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利环
境，并出台六项措施加以细化规范；优
化办税措施，提升服务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效能；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政策措施落地生根。③6

10 月 18 日，西峡县五里桥镇封湾村青年周锋种植的曲茎石斛部分进入收获期。周锋大学毕
业后返乡创业，开始研究石斛种植技术。伏牛山曲茎石斛被誉为九大仙草之首，其独特的药性和
保健功能备受人们青睐。周锋潜心研究，相继攻克了石斛组培育苗和大棚无土栽培技术难题，使
之实现了规模化、集约化生产。⑤3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大学生创业
种“仙草”

▶在周锋的带动下，很多农户在家中试种石斛。
▼石斛种苗长势喜人。

打响保卫蓝天攻坚战

本报讯 （记者栾 姗）10 月 18
日 19 时，郑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消息，受近期
不利气象条件影响，郑州市启动重
污染天气三级响应。

今年 1 月，郑州市连续三次启
动三级响应，这是第四次启动三级
响应。按照《郑州市空气重污染日
预警应急工作方案（试行）》规定，全
市平均空气质量指数在 200 以上
300 以下，且根据气象预报，气象条
件没有较大改变，启动三级响应。

截至 20 时 45 分记者发稿时，郑
州 市 平 均 空 气 质 量 指 数 已 达 到
300。原本属于冬季的重雾霾缘何
提前来袭？环保部通报截至 18 日
20 时，我国 40 个城市达重度及以上
污染，既有不利气象条件影响，也有
华北地区焚烧秸秆的原因。

结合省会的实际情况，郑州市环
境监测站副站长范相阁分析说，未来
三天，郑州市处于均压场，都是晴且

微风的天气，气象扩散条件不利，周
边省份和地区的大量污染物漂浮至
此，加之本身的轻至中度的雾霾天
气，夜间湿度也会进一步加重空气污
染，又没有强风入境，预计空气质量
呈现中度到重度污染，不排除重污染
天气响应级别提升的可能。

截至 22 时，郑州市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安排各县

（市、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采取减
排措施已全部到位，具体包括：市内
五区、管委会停止全部土石方作业
并覆盖、洒水，分包人员到位；渣土
车停运。加大道路吸尘、洒水频
次。加大秸秆、垃圾和树叶焚烧的
查处力度。市区（含市内五区、四个
管委会，下同）加大所有涉气工业污
染源环保执法检查频次，对重点涉
气污染源按照市、区 (管委会)两级
分工，实施执法人员驻厂监管；各县

（市）和上街区加大对所有涉气工业
污染源环保执法检查频次，对高架

源（燃煤电厂、水泥、碳素、耐材等行
业）实施执法人员驻厂监管。市区
市控以上重点涉气污染源和各县

（市）、上街区高架源大气污染防治
设施备用系统全部开启。市环保局
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办公室 24 小
时值守，加强对重点涉气污染源污
染物排放情况的监控。市区燃煤电
厂暂停生产用煤的汽车运输。相关
部门要加大检查、督导频次，对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媒体曝光，严格
执法，追究相关单位责任。

同时，提醒公众注意健康防护：
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脏病、肺病等
易感人群应当留在室内，停止户外
运动；高校、中小学及幼儿园减少户
外运动。倡议公众和相关单位采取
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公众自觉采
取节能减排措施，尽量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出行，减少小汽车上路行驶；
施工工地自觉增加洒水次数，减少
建筑工地扬尘。③7

冬季重雾霾提前来袭？

郑州启动重污染天气三级响应
▶▶新闻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