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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董娉 通讯员
赵依婷）4月 4日，记者从郑州东站
了解到，1日至4日该站日均开行旅
客列车393趟，4天共发送旅客28.8
万人次，同比增长达 74.1%。除开
往北京、上海、西安等热门线路外，
省内中短途线路也十分火爆。

4月2日，郑州东站旅客发送人
数达到101538人，刷新了该站单日
旅客发送量的最高纪录。最高峰一
小时近 1万人的发送量，也充分体
现出高铁的便捷受到了越来越多旅
客的青睐。

据悉，不仅郑州东站旅客发送

量节节攀升，该站管辖的开封北站
4月 3日发送旅客 7092人，也达到
开站以来的最高峰值。

值得一提的是，郑州东站配置
的“高科技”设备——“人脸识别”5
秒进站的自助检票机、提供各类查
询的“云服务”终端机等，极大方便
了旅客，也让旅客在旅途中感受到
了高科技的魅力。③6

又讯（记者 董娉）今年清明小
长假期间，天气以晴好为主，虽然
在 4 月 4 日假期最后一天有春雨
出现，但对航班影响不大，广大旅
客乘坐飞机出行祭祖、探亲等较

多，郑州机场迎来出行小高峰，初
步统计，4 月 2 日至 4 日累计发送
旅客约 15万人次，执行航班 1400
余架次。

清明节前，由中国民用机场协
会、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国
民航报社共同主办的“2017中国机
场服务大会”在广州举行。会上正
式发布行业标准《中国民用机场服
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2016年度
民用机场服务质量评价报告，10家
机场成为 2016年度中国民用机场
服务质量评价优秀机场，郑州机场
名列其中。

据郑州机场工作人员介绍说，
机场多部门协调联动，全方位保障
了假期航班安全正常运行，节日运
输平稳有序。其中清明节前后航班
量多于节日中段，节前最后一个工
作日(4月 1日)的航班量达到538架
次。整个节日期间郑州机场航班正
常率超过85%。

清明节之后面临航班换季，为
方便广大乘客游览各地春色美景，
今年不少航空公司将在部分航线推
出廉价票，主要有郑州至深圳、大
连、宁波、重庆、南阳、曼谷、吉隆坡
等航线。③7

清明假期出行高峰

郑郑州东站单日送客破州东站单日送客破1010万人次万人次

基层工作加强年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王向灵

常言说：人过三十不学艺。可58
岁的沈丘县石槽乡陈营村村民陈洪
申，居然参加了县里举办的电焊班，成
为培训班上的最长者。31岁的张林华
成了他一对一的辅导老师。

老陈“拜师”并非一时冲动。
老陈小时候仅上过5年小学。这

么多年，他一直在村里务农，承包了16
亩地。靠种地和庭院养殖，再加上算
计着过日子，硬是攒下 20 多万元的

“家业”。
去年 9月，大学毕业的儿子在县

城买婚房，128平方米的房子花了 42
万元，不仅花光了全家积蓄，还落下13
万元“饥荒”，老陈骤然感到压力山大。

光靠种地养殖，还债太慢，老陈想
到了外出打工。最初，一位亲戚介绍
他去天津当保安，月薪3000元。临买
车票时，81岁的老母亲发话：不能出远
门。孝顺的老陈只得作罢。

为了找工作，他去年腊月里进了
县城，连去 5家企业，结果全吃了“闭
门羹”。拒绝的理由基本相同：没有

专业技术，年龄太大，55岁以上的不
招。

无奈之下，老陈去打零工。每天
早上 6点出发，到离家十多里地的县
城“零工市场”蹲守，接的是一些诸如
清洁、装卸、泥瓦工等体力活，按天计
酬、见活议价。但活不是天天有。

一天，他和十几个工友正在“等
活”，看到一辆用工的轿车过来，便围
了上去。最终，只有6个人接了活儿，
老陈和其他人只好散开。“没技术、没
文化，合适的工作确实不好找。”老陈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正当老陈准备离开时，一位来自
沈丘县就业办的人员递给他一张宣传
单：“现在县里为鼓励农民工在家乡创
业，正在搞劳动力就业培训，有家政、
电气焊、汽车维修、大棚蔬菜种植等很
多专业，想学随时可以报名。等拿到
新型职业农民证书，不愁找工作。”

老陈心动了，当天下午就回去给
老伴做工作：“光掏笨劲不能挣巧钱，
人家会笑话的！”

第二天，老陈没再去“等活”，直接
去报名参加培训班，拜师学起了电气
焊……③7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刘梦珂）
“开心的锣鼓敲出年年的喜庆，好看的
舞蹈送来天天的欢腾……”4月3日上
午，伴随着优美的歌声，宁陵县乔楼乡
许庄村十几名村民跳起舞来，许庄村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顿时热闹非凡。然
而，谁能想到，如今整洁、宽广的“村民
文化公园”曾经是一块荒废地。

2015年 4月，宁陵县正式启动百
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
建设工作，计划投资360余万元，建设
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14个，第一批
6个已经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第二
批 8个也已开工建设，部分主体工程
已经完工。许庄村的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就是第一批落成投入使用的，除

了有文化大舞台，还有文化活动广
场、农村书屋、体育健身器材等配套
设施。

城郊乡徐大庄综合文化服务活动
中心也是第一批投入使用的项目。为
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村委会组织县
级民间舞蹈队、戏剧团等到文化广场
演出，带动并教授村民表演，如今徐大
庄村民不仅有了自己的广场舞蹈队，
还有了自己的腰鼓队。

徐大庄村民王莉说：“原来没事就

去打牌，现在有文化服务活动中心，村
民就经常去书屋看书、到广场打球，
思想开放了，观念变了，也敢大胆跳
舞了。”

宁陵县村级综合文化服务活动中
心在省定的“七个一”建设标准的基础
上，注重创新，增加为“十个一”，不仅
给百姓提供了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大
舞台，还给百姓提供了农业技术指导，
形成了“农忙下地干活、农闲文化创
造”的生活方式。③5

□本报记者 陈慧

“张庄小学的朱老师来取他和爱
人上个月的工资2000元，长胜村的吕
凤兰老人来领她和老伴的养老金174
元……”4月1日，在兰考县东坝头乡张
庄村三组兰考农商银行惠农支付服务
点，冯美竹说起流水账本上的取款记录
时如数家珍。

这个惠农支付服务点设在冯美竹
的超市已经3年，49岁的她操作起多媒
体自助终端相当娴熟：先用吕凤兰老人
的存折把钱转账给自己，然后再数174
元现金给老人，全程下来不过2分钟。

兰考农商银行电子银行部经理王
聃说，这样的惠农支付服务点，该行在
兰考县已设立95个，今年还将增设30
个，方便群众办理小额取现业务。

长期以来，由于农村地区金融机构
网点少、自助机具少，基础设施建设薄
弱，远不能适应农民支付结算的要求。
在兰考，随着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推

进，这种局面正逐渐改变。据介绍，去
年年底兰考已实现了乡镇ATM机具、
行政村域POS机具和惠农支付点“三
个百分之百”覆盖，确保乡乡有金融机
构、村村有金融服务。

中国人民银行兰考县支行行长段
贵昌说，今年将加快推进惠农支付服务
点升级改造为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站，6
月底前实现行政村普惠金融综合服务
站全覆盖。“在服务站里，农村居民不仅
可以办理小额存取款、转账汇款，还能缴
水电费、兑换残损币、提交贷款资料等。”

为了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便利
度，人行兰考县支行正在全县大力推广
使用“普惠金融一网通”微信公众号,目
前已能提供快捷支付、便民查询、金融
宣传等服务。

针对不同群体下足“绣花”功夫，线
上线下共同发力，将普惠金融延伸至

“最后一公里”，试验区的建设已经让不
少兰考农村沐浴在普惠金融的阳光
下。③5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
员 郑宝亚）清明小长假期间，多
数牡丹观赏园开门迎宾，恰逢
2017年亚太旅游协会探险旅游
大会暨河南洛阳探险旅游与装
备博览会召开，洛阳市迎来今年
第一波旅游高峰。根据洛阳市
旅游发展委员会统计，4月 2日
至 4月 4日，洛阳市共接待游客
186.23万人次，其中旅游景区接
待游客158.26万人次。

据介绍，今年洛阳市委、市
政府加大了旅游年票惠民力
度。王城公园、中国牡丹园、隋
唐城遗址植物园、国家牡丹园 4
家牡丹园开设旅游年票专用通
道。同时，洛阳市市管 8家牡丹
园 4家首次免费，4家大幅降低
门票价位。年票不停及免票等
惠民政策深得民心。

据悉，洛浦公园、市区道路、
广场及街心公园的早开牡丹，引
得中外游客纷至沓来。龙门石
窟打造“全域赏花”理念，分别在
景区的东北服务区、西北服务
区、伊河沿岸、大石门、奉先寺、
礼佛台等区域摆放品种丰富、造
型别致的精品牡丹。各牡丹园
游客接待量进入佳境。

同时，洛阳的历史文化、生
态度假景区也保持了良好的旅
游接待势头，龙门石窟、白马寺、
关林等历史文化景区游客盈门，
其中龙门石窟景区共接待游客
12.17 万人次，白马寺接待游客
6.1 万人次，老城历史文化街区
接待游客 8万人次。老君山、龙
潭峡、重渡沟、白云山、神灵寨等
生态景区同样受到游客欢迎，自
驾车盈门。

另外，清明小长假期间，洛
阳市还组织了第 35届中国洛阳
牡丹文化节赏花启动仪式、中国
国花园第四届“蝶恋花”蝴蝶文
化展、王城公园第 35 届洛阳牡
丹灯会、国际牡丹园第三届洛阳
兰花展、航天牡丹科技展等精彩
纷呈的节庆活动，吸引了大量市
民和游客。③7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清明节，孔庄村移民和老家诀别
的最后一个节日。

孔庄属信阳市平桥区甘岸街道
办事处，在淮河岸边。2014 年 11
月，随着出山店水库全面开工建设，
这个村庄变得不平静起来，各项移民
征迁工作克服困难一步步推进。

“孔庄村移民搬迁工作涉及917
户村民，这些移民目前已全部搬出村
子。”4月4日，甘岸街道办事处主任
钟波告诉记者。

按照工程规划，出山店水库将淹
没或影响浉河、平桥两区 7个乡镇
（办事处）的44个行政村（居委会），

搬迁人口3.87万人，包括孔庄村村
民在内的首批移民4月30日前需全
部迁出。

清明时节，在孔庄村的新公墓，
不时有村民前来祭奠故去的亲人，并
不时响起鞭炮声。春天的豫南乡间，
油菜花开得正盛，好似对亲人的思
念。“村子要被水库淹没了，我们搬走
了，也要让父母祖辈搬到新地方。”村
民方立强说。

孔庄迁坟，从水库刚开工建设时
就开始了。最初，群众抵触情绪强烈。

钟波说，中国人安土重迁、慎终
追远，迁坟在乡村是大事。而且移民
群众舍小家为大家，为国家工程做出
了牺牲，必须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才能实现顺利搬迁。
乡村干部积极做好解释动员

工作，党员干部带头迁坟。同时，
当地政府还决定出资购买一块公
墓用地供村民使用。

群众也由不理解变为主动配合，
2015年清明节前20多天，迁坟900
多座。今年清明，村里最后的二三十
座坟也陆续迁出。

居民们的新安置点也正在加紧
建设，名字是颇有诗意的“淮上人
家”，粉墙黛瓦、美观实用。而且实现
了雨污分流、线缆地埋，预计4月底
交付使用。

孔庄的所有人，送别了在老家的
最后一个清明。③7

老陈58岁来“拜师”

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孔庄送别最后一个清明

洛阳：

赏花惠民
游客盈门

宁陵

文化大舞台让百姓生活亮起来
信阳罗山国税：便民办税让纳税人如沐春风

□本报记者 王先亮
本报通讯员 刘春娟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着一
场场春雨的到来，小小的罗山县城悄然
迎来了一阵“便民办税”的春风。近日，
罗山县国税局精准发力推出便民办税春
风行动“组合拳”，全面解决办税的“堵
点”“痛点”“难点”，为纳税人带来更便
捷、更高效、更满意的服务体验。

镜头一：“两个联合办税大厅，哪家
更近选哪家！”“以前国税大厅只办理
国税业务，地税大厅只办理地税业务，
现在两家强强联合，进一家门办两家
事，哪家顺路就去哪家办，再也不用来
回奔波啦！”正在大厅扫码参与纳税人
需求专项调查的王会计对国地税联合
办税服务厅赞不绝口。随着全面推开
营改增试点的不断深入，发票代开、报验
登记等诸多业务都需要国地税共同来办
理，而该县国税大厅在国道边，地税大厅

在新区，两个大厅距离3公里，为了彻底
解决纳税人的最后三公里路，该县国地
税通过联合招聘辅税人员强化人员保
障、互派窗口人员实现一岗通办、强化前
台业务培训提高办税质效，打造两个高
效联合办税厅，为纳税人铺设了一条方
便快捷的“高速路”。

镜头二：“我要给这位导税帅哥点
个大赞！”在罗山国税办税服务厅内，会
计代理小张向税务人员竖起大拇指，

“这位帅哥年纪轻轻却业务精湛，每次
都会在取号排队期间帮我把资料审核
好，告知我办理流程，有他在，每一次来
办业务都能节约很多时间，所有困难都
迎刃而解！”据该局大厅负责人介绍，为
全面提高办税质效，该局科学整合服务
资源，将各职能窗口联动运转，打造便
民办税“流水线”。通过增设预审导税
岗位，安排专人答疑解惑，对涉税资料
一次性告知，指导纳税人正确填写表
格，实现面对面首问交流、手把手咨询

辅导、一对一资料预审，避免“叫号空
办”的二次排队，让办税多走“直路”少
走“弯路”，多走“畅路”少走“堵路”。

镜头三：“互联网+税务，我们更方
便了！”“以前到税务局交税，不是申报
表填的不对，就是忘记盖公章，年纪大了
记性不太好，总是免不了要多跑几趟，现
在有了网上办税服务厅，可以网上申报
银行卡扣款，申报表逻辑关系系统自动
比对，填错了系统也会自动提示怎么修
改。”提起现在的网上申报交税，企业老
会计张大爷感慨万分。

据了解，为了鼓励纳税人多走“网路”
少走“马路”，该局积极宣传“互联网+”办
税理念，实行开通网上办税预约制，每周
邀请航天金税公司的技术人员来罗山现
场为纳税人办理申报电子钥匙，并且通过
开展纳税人学堂培训和建立微信群在线
解答等方式，让纳税人熟练掌握电子钥匙
网上申报的操作流程，切实体验到快速高
效的“互联网+”新兴办税方式。

聚焦兰考普惠金融
改革试验区建设

4月 3日，中国石化中原油田钻井一司钻井队正在明新248井安装组对井
架。该企业加大开发井、侧钻井钻探力度，今年在濮阳东濮凹陷（油田）部署此类
井30余口，目前第一批17口井正在搬迁安装准备之中。⑨6 马洪山 摄

▲4月4日，宝丰县组织干部职工，通过祭
扫烈士墓、参观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等活动
缅怀先烈。⑨6 王双正 摄

◀4月 3日夜晚，洛阳市老城历史文化街
区迎来客流高峰，电烙画等民间工艺吸引众
多游客驻足观看。⑨6 黄政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