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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12 月 27
日，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今年我省
新增 237 家“科技小巨人（培育）企
业”，其中5家年营业收入超亿元，被
发展成为“科技小巨人”企业。截至
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科技小巨人”
企业 13 家，扶持“科技小巨人（培
育）”企业343家。

实施“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工
程，是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
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育经济
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和关键举措。
据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介绍，“科技小

巨人（培育）”企业已逐渐成为促进我省
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今年新增的237家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2014、2015
年 度 营 业 收 入 平 均 增 长 率 达 到
28.40%，净利润平均增长率达到
64.78%。

该负责人表示，今后一段时间，
省科技厅将重点扶持“科技小巨人
（培育）”企业，集中各类科技资源优
先支持，引导“科技小巨人（培育）”企
业持续开展创新活动，逐渐成长为

“科技小巨人”企业，为培育我省经济
发展新动能提供有力支撑。③3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周
强﹚记者12月27日从省地矿局获悉,
省地质调查院充分发挥公益性地质
调查队伍的作用，不断提高地质旅游
规划水平，先后完成中央与省级财政
地质遗迹保护项目60余项。

据了解,地质遗迹是地球历史的
物证，是现今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特殊的不可再生的资源，是人
类的宝贵财富。省地质调查院充分
发挥地质、矿产、旅游、规划、设计等
专业技能,不断开展地学旅游规划研
究，积极探索互联网+时代下地质科
普的新形式与新方法，为正在全国开

展的大旅游项目和即将实施的国家
公园战略提供旅游地学技术服务。

近年来,省地质调查院相继开展
了地质公园、矿山公园、科普基地的策
划与申报、地质遗迹保护开发、地质公
园建设、地质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地
质旅游发展规划编制等五种类型的研
发工作，先后完成了云台山、嵩山、王屋
山-黛眉山等30余家不同级别的地质
公园申报与建设,成功策划并指导建设
了云台山、王屋山、郑州黄河等30余家
不同级别的地质博物馆，累计完成中央
与省级财政地质遗迹保护项目60余
项。③3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元旦和春
节将至，为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保障
社会公共安全和市民人身财产安全，
12月 27日，郑州市公安局发布烟花
爆竹禁放规定：郑州城区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如果违反相关规定，警方将
对违规者罚款或拘留。

据悉，郑州市中原区、二七区、金水
区、管城回族区、惠济区行政区域和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东新区、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郑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区域内，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在禁放区域内，任何单位或个人不
得生产、经营、储存、燃放烟花爆竹。

郑州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称，违
反规定燃放烟花爆竹的，警方将对违
规当事人处 100元以上 500元以下
罚款，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
予治安管理处罚，造成国家、集体或
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未成年人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造成国家、集体或他人人身财产损害
的，由其监护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郑州警方同时设立举报有奖制
度，希望广大群众踊跃举报违规燃放
烟花爆竹的行为，警方将对举报有功
人员进行奖励，举报电话：110 或
69623700。③3

□本报记者 董学彦

同往常一样，12月22日一大早，
蔡瑞云就来到了她的理发店，点火烧
水，打扫卫生，等候顾客的到来。

人还是那个人，今年已 80岁高
龄的蔡瑞云头发灰白，精神矍铄。店
还是那个店，没有店名，位于许昌市
解放路新兴路口南侧，一个旋转座
椅，已经用了30年，泛黄的墙壁上挂
着一面镜子，镜面上有浅浅的裂痕，
剪刀、推子、梳子等理发工具也都上
了年头。价格还是那个价格——理
发一次两元钱，十几年来，这个收费
标准从没有变过。

但这个没有名字的理发店，在许
昌如今已经无人不知，理发店的主人蔡
瑞云也让人充满了敬仰。近日，她被评
为“中国好人榜”11月份诚实守信类中
国好人。一年前，在河南省委宣传部主
办的“我为正能量代言”活动中，蔡瑞云
还被评为十大“正能量代言人”。

蔡瑞云是禹州市朱阁镇人，21
岁结婚后，和丈夫一起来到许昌工
作。当时，蔡瑞云在许昌市烤烟厂
工作，丈夫在许昌市运输公司辖下

的国有理发店上班。由于理发店人
手不够，23岁时她被借调过去学起
了理发。

1986年，蔡瑞云夫妇退休后，在
解放路南段搭了一个铁皮屋，理发一
次0.5元，洗发、刮胡子1元。后来搬
入现在的临街店面，价格改为理发一
次两元，此后十几年，尽管店面租赁
费和水电费一直上调，理发价格却始
终是两元钱。自从蔡瑞云开理发店
起，就一直处于保本经营状态，有时
顾客少，还会出现亏损，但她从未想
过涨价。她说：“我理发是为了大家
方便，不是为了赚钱。”

如今，蔡瑞云虽然年事已高，但
还没有休息的打算。她说：“到我这
儿理发的人大多是老年人，我放心不
下他们。”直到现在，遇到顾客生病或
不方便出门，蔡瑞云就会带着工具，
上门服务。

“有多大光就发多大热。只要身体
允许，我就会一直干下去。”她说。③5

八旬老人的“两元理发店”

我省新增237家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我省60余项地质遗迹受保护

郑州城区禁放烟花爆竹

本报讯（记者 杨万东）12月
26日上午，“2016海峡两岸（郑州）
第一届教育高峰论坛”开幕式在郑
州一中举行。两岸教育专家、学
者、中小学校长及关心支持两岸教
育事业发展的知名人士等200余
人参加论坛。会期将持续3天。

此次论坛以“未来教育瞻望”
为主题，两岸教育界人士围绕海
峡两岸基础教育中课堂教学现
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课程改
革、教育实践等议题，进行深入探
讨，互相启发与借鉴，共同分享。

本次论坛由郑州市人民政
府台湾事务办公室、郑州市教育
局、河南省中小学校长协会主
办，郑州市第一中学、桃园启英
高中承办，郑州贝斯特教育事业
机构协办。近年来，两岸文化教
育交流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中华
文化在两岸的传承与创新，在两
岸青少年之间架起了心灵沟通
的桥梁。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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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2月 22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
色球2016150期开奖，当期全国共中出一等
奖 22注，其中河南商丘彩民中得一注一等
奖 ，这 注 出 自 商 丘 市 睢 阳 区 豫 苑 路
41140035号投注站，投注方式“8+1”复式投
注，投注金额56元，中奖金额588万元。

12月 23日上午，大奖得主宋先生来到
省福彩中心，谈到此次购彩的经历，宋先生
笑着说：“这张彩票是自己守号守出来的，中
奖这组号码我最近两年每期都进行购买，先
前是自己前往彩票投注站购买，时间长了，
和彩票投注站主熟悉了，索性就我电话让她
选，用微信给她发红包过去，没想到终于让
我等到了。”宋先生平复了下激动的心情，接
着说：“今天早上快8点了，投注站老板给我
打电话说宋哥赶快来店里这边，你那张彩票
中奖了，我们店里的机器都有显示，就这样
我才急匆匆地去取彩票。”接着从钱包了拿
出厚厚的一沓彩票，“你看这是前几期买得
这一组号码，好几年前，我朋友就中得双色
球二等奖，当时好像是30多万元，我们做建
筑工程的朋友都比较羡慕，从那时候起，我
也开始买起了双色球，我觉得这双色球彩票
对我脾气！”

谈及中得大奖的打算，宋先生当场表示

捐款1万元作为慈善基金，得到在场福彩工
作人员的赞许，然后接着道：“这个奖来得太
及时，我这两天都在发愁，想着怎么去银行
那边周转。快过年了，在乡下有个新农村建
设的项目，到年底该发工资了，现在再加上
政府名令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就这年前必
须火速开出近300万元的工资，再加上大奖
去掉税收，还剩 100多万元，不过就这我知
足了，没有外债，不拖欠工资，过个肥肥的安
稳年！”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信市
不立，河南福彩长期注重市场诚信建设，将
诚信体系建设成为打造福利彩票核心竞争
力的关键，通过明确责任主体，奖惩结合等
多项举措，不断强化福彩从业人员业务、诚
信等综合素质。与此同时，逐步加大对彩民
队伍的爱心宣传，优化市场结构。截至目前
不完全统计，本年度先后涌现出大奖及时归
还中奖彩票的有南阳 41138015 诚信投注
站 、郑 州 41010191 诚 信 投 注 站 、商 丘
41140035诚信投注站、商丘41140058诚信
投注站等优秀站点；让人惊喜的是众多大奖
得主纷纷向河南慈善总会福彩慈善基金踊
跃捐款奉献爱心，回报社会，为公益福彩稳
步前行攒足了满满的正能量。

诚信投注站主火速归还中奖588万单张彩票
中奖人诚信接力及时解决工程资金周转

12月 20日至 26日，
武警河南省总队组织了第
四季度“魔鬼周”极限训
练，数百名特战尖兵奋力
拼搏、密切协作，圆满完成
了年度“魔鬼周”训练的收
官之战。特战队员在陌生
地域和凛冽寒风中，连续
7天完成了体能、技能、战
术、野外生存、心理、智能
六大类 37 个训练课目。
图为特战队员交替掩护前
进⑨7 高超 韩会岳 摄

□本报记者 赵振杰

自2017年1月1日起，河南省行政
区域内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
疗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生
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改由地方税务
机关统一征收。地方税务机关依法履
行社会保险费缴费登记、申报征收等职
责。近日，省地税局有关负责人就社会
保险费如何征缴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用人单位及职工如何缴纳社

会保险费？

答：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
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非因不可抗力
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职工应
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
代缴，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将缴纳社会
保险费的明细情况告知本人。

首先要做好缴费登记工作。这里
面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2017年 1月 1日前已办理社
会保险登记的用人单位，在首次向地
方税务机关申报缴费时，同时完成社
会保险缴费登记。其中，采取网上申
报的，在网上申报系统进行信息确认，
完成社会保险缴费登记；采取到地税
办税服务厅申报的，持社会保险登记
证、经办人身份证等资料到地税办税
服务厅办理社会保险缴费登记。

二是2017年 1月 1日起办理社会
保险登记的用人单位，自办理社会保
险登记之日起30日内，持社会保险登
记证、经办人身份证等资料到地税办
税服务厅办理社会保险缴费登记。

三是单位职工应缴社会保险费由
用人单位代扣代缴，职工个人无需到
地方税务机关办理缴费登记。

问：用人单位缴费方式都有哪些？

答：用人单位可采用网上申报和
在地税办税服务厅申报的方式办理社
会保险费申报缴费。

2017年 1月 1日前已办理社会保
险登记并采用网上申报方式缴费的用

人单位，其CA证书已由地方税务机关
进行平移，缴费人可使用原有CA证书
登录河南地税网上办税平台。

2017年 1月 1日起办理社会保险
登记的用人单位，如选择采用网上申
报方式申报缴费的，需持社会保险登
记证、开户许可证等资料到地税办税
服务厅办理网上用户注册，并签订财
税库银三方协议。

用人单位应当于每月15日前（法
定节假日顺延），向地方税务机关自行
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并代扣代缴职
工应缴社会保险费。

用人单位可以进行网上申报——
2017年 1月 1日前已办理网上办税用
户注册的用人单位，如其同时是社会保
险费缴费人的，可直接登录河南地税网
上办税平台 http://portal.ha-l-tax.
gov.cn，依次点击“社保费申报”“网上
缴费”，完成社保费网上申报。

其他用人单位如选择网上申报方
式缴费的，需到地税办税服务厅申请
办理网上办税用户注册，并签订财税
库银三方协议。登录河南地税网上办
税平台 http://portal.ha-l-tax.gov.
cn，依次点击“社保费申报”“网上缴
费”，完成社保费网上申报。

如申报错误，可点击“申报作废”，
重新进行申报。如需查询申报缴费信
息，可点击“申报查询”。

用人单位还可以在地税办税服务厅
申报缴费——用人单位持社会保险登
记证到全省任一地税办税服务厅直接
申报应缴费款。主要适用于未开通网上
申报或存在其他特殊情况的用人单位。

问：用人单位如何办理注销手续？

答：用人单位依法终止的，到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注销。在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注销前，
应当向地方税务机关结清应缴的社会
保险费、滞纳金和罚款。

问：灵活就业个人和城乡居民社

会保险费征缴是如何规定的？

答：灵活就业个人包括无雇工的个

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保的非全日
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

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包含基本养老
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
费中的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费部
分自2017年 4月 1日起改由地方税务
机关统一征收。

问：灵活就业个人和城乡居民如

何进行缴费登记？

答：灵活就业个人和城乡居民，只
需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
登记，其缴费登记由地方税务机关通
过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信息交换自
动关联完成，个人不用到地方税务机
关办理缴费登记。

问：灵活就业个人和城乡居民的

缴费方式是什么样的？

答：2017 年 1月 1日前已办理社
会保险登记的灵活就业个人和城乡居
民，其原有申报缴费方式保持不变。

2017年1月1日起办理社会保险登
记的灵活就业个人和城乡居民，采取网
上申报缴费、银行代扣、银行网点实时缴
费、自助终端缴费等方式的，可在缴费期
内每月25日前的任何一天申报缴费；采
取在地税办税服务厅申报缴费的，应在
缴费期内每月16日至25日申报缴费。

具体缴费方式有以下五种：
（1）网上申报缴费
①登录自然人社保费网上申报平

台http://sbf.ha-l-tax.gov.cn。
②点击“首次登录申报注册”，输

入手机号码，获取验证码并进行手机
验证；输入身份证号码，核对缴费人信
息；录入并确认密码。

短信验证支持中国移动、中国联
通和中国电信手机用户。

③点击“登录申报”，输入身份证
号码、密码、验证码，进入申报系统。

④点击“社保费申报”。
⑤点击“缴费”。缴费人使用开通

网银的银行卡，进行缴费。
⑥如申报错误，可点击“申报作

废”，重新进行申报。如需查询缴费申

报信息，可点击“申报查询”。
（2）银行代扣
①缴费人持居民身份证，可就近

选择到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
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
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南省农村信
用社、恒丰银行、中原银行、光大银行、
郑州银行、洛阳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任
一网点，签订社会保险费代扣协议。
2017年 1月 1日前已签订社会保险费
代扣协议的缴费人，无须再次办理。

②银行根据协议规定，代扣缴费
人应缴社会保险费。

（3）银行网点实时缴费。缴费人
持居民身份证，到上述银行任一网点
进行社会保险费实时缴费，主要适用
于缴费人现金缴费。

（4）自助缴费
①缴费人持居民身份证，可到全

省任一地税办税服务厅，使用自助终
端缴纳社会保险费。

②在自助终端上根据操作提示，
验证居民有效身份证件，核对缴费信
息后，刷银行卡完成缴费。

（5）在地税办税服务厅申报缴费
缴费人持居民身份证、银行卡，可

到全省任一地税办税服务厅申报缴纳
社会保险费。

问：还有什么需要提醒注意的问题？

答：用人单位和缴费人在办理缴
费事宜时，如有疑问，可随时拨打
12366咨询服务热线，或者到地税办税
服务厅咨询。

地方税务机关将不断扩展服务渠
道，近期会逐步开通支付宝、微信、全
民付等缴费方式，同时，也将不断扩大
支持社会保险费银行代扣业务的金融
机构范围，为广大缴费人提供更加方
便、快捷的缴费服务。

用人单位和缴费人对缴费事项有
争议的，可以向社保经办机构提出，也
可以向地方税务机关提出，由两部门通
过缴费争议协调解决机制共同商议解
决。③4

社保费改地税征收 如何缴费方式多
——省地税局有关负责人就社会保险费征缴答记者问

特战队员
寒冬磨“利刃”

12月27日，内黄县的书画爱好者在欣赏书画作品。当天，该县举办了首
届庆元旦迎新春书画作品展，展出了110多幅书画作品。⑨7 刘超 刘秀河 摄

身边的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