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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槲包何时香飘出深山

今生我是你的眼睛
整疏河道正当时

请给免费厕纸多一些时间

□本报记者 刘新平

去卢氏县采访，聊起卢氏的美食，
一位当地的朋友说：“我们这里的槲包
算是一种独有的特产。不但样式独特，
用的材料全是大自然的馈赠，而且营养
丰富，是理想的健康食品。”

朋友的话引起记者的好奇：来卢氏
县不是一次了，但朋友口中的槲包，却
从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见记者疑
惑，朋友又进一步解释说：“我们这里
的槲包，可不是来了就能吃到的，要等
合适的时候。”稍微停顿，朋友接着说：

“这是一种时令食品，和其他地方的粽
子类似，只是每年的端午节前后，才能
吃到。”

每年的端午节，中国的南北方几乎
都包粽子、吃粽子，只是粽子内包的东
西略微不同，口味有咸有甜而已，卢氏
县难道还能独树一格？这更激起记者
的好奇心，欲一见庐山真面目。

“可你来的也不是时候呀，这个时
候离端午还早呢，山上的槲树刚刚发
芽，还不能包槲包。”朋友的一番言语，
又令记者十分失望。朋友安慰道：“明
天去山里采访，路上有一家农家乐，他
家可能还存有去年包的槲包，或许能让
你解解馋。”朋友又给记者一丝希望。

次日一早，记者和朋友便驱车沿三
（门峡）淅（川）高速南向而去。几十公
里后，下了高速，车辆在伏牛山区的山
沟中蜿蜒穿行了十多公里，在公路边一
家别致的农家山庄停了下来。

山庄不算大，大门旁几株从山里移
栽过来的杜鹃含苞欲放，给小山庄平添
几分脱尘之感。朋友跟庄主打电话联

系，庄主说在乡里有点事情，让我们等一
会儿。

闲着无事，便与山庄的服务员聊起
了槲包。服务员听说记者对槲包感兴
趣，略感诧异：“这东西就是我们乡里人
过端午吃的，不是什么稀奇东西。”接
着，服务员又说他们的冰箱里还存有去
年包的槲包。边说边起身去山庄的厨
房里热冰冻的槲包，说让我们尝尝。

说话间，山庄庄主的母亲，一个热
情健谈的老太太手里拿着正纳的绣花
鞋垫过来，跟记者闲谈起来。这位老人
见记者打听槲包，一脸的高兴，说她就
是做槲包的高手，还比划着告诉记者槲
包怎么包。

说到高兴处，她进屋提出一捆去年
没有用完的槲树叶，给记者示范着怎么
折边，怎么扎捆。一边忙着，老人一边

介绍说，过去山里没有其他粮食，过端
午用的槲包，包的都是小米、玉米、高粱
米、黍米等，再添加一些大豆、红枣、花
生。而且槲包包好后，要放到大锅里，
用火蒸煮一夜，七八个小时后才能熟透
食用。

从老人的谈话中，记者了解到，槲
包和粽子的不同是，除了添加辅料外，
并不加糖，而是要在槲包蒸熟后，再蘸
着白糖、红糖吃。

正聊得火热，女服务员将热好的槲
包端了过来，热情地请记者品尝。端上
来的槲包呈长方形，两片槲树叶顶头叠
放包裹着小米、糯米、高粱米等，打开槲
包，一股槲树叶的清香随着热气扑入鼻
腔，令人神清气爽，感觉这就是山的气
息，大自然的味道。

老人一边劝记者品尝，一边满是歉

意地说：“这是去年包的，已经不新鲜
了，味道也不好，要是再等些日子，等山
里的槲树叶成熟了，新摘的树叶包出来
的槲包，才好吃呢。”

正品尝槲包，山庄庄主卢云生回来
了。卢云生介绍说，槲包极具地方特色，
因为只有豫西南伏牛山区的卢氏县等极
少地方山上才生长这种槲树叶。槲树叶
也是很好的食品包装材料，上世纪90年
代，这里的槲树叶曾出口日本、韩国等国
家，经脱水后作为食品包装材料，很受欢
迎。卢氏县又盛产小米、黍米，这两者正
是制作槲包的最佳主料。

卢云生说，用作槲包的小米，是这
里特有的黏小米，颗粒比较大，也很具
有黏性，用它包的槲包，别有一番味
道。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南方出
产的糯米等食材也陆续成为群众日常
的食物，所以，这些年又有了用糯米制
作的槲包了。

说到这里，卢云生从包里拿出一份
《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证书》和一份
已经注册的“豫西卢氏槲包”商标，高兴
地说：“现在我们卢氏县的旅游开发搞
得有声有色，游客大老远从外地来，看
了我们这里的美景，也应该尝尝我们的
美食。而槲包正是我们卢氏县所独有
的食品。应该开发成商品，不能仅仅局
限于时令产品，在每年的端午节才能吃
到，应该让游客不管什么时候来，都能
吃到我们所独有的槲包。”

虽然这种有着独特地域特色的产
品，目前还没有集约化、规模化生产，但
有了卢云生这样的有心人，相信不久，
这种带着大山气息和山民生存智慧的
美食，会香气飘出深山。6

□赵琳娜

最近，有关厕纸的话题很火。

先是北京天坛公园，因游客过度使

用厕纸，园方花费不菲在厕所内安

装了 6台“人脸识别厕纸机”。通过

人脸识别，每人每次可取用 60厘米

的卫生纸，甚至通过人脸识别，同

一人短时间内不能再次取纸。我

们一方面诧异于园方的“煞费苦

心”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另一方面

又深感如此这般真是不被尊重。

接着，成都一场旨在改善城市公共

服务体验的“厕所革命”中，7 天用

了 1500卷厕纸的尴尬纪录，又一次

引发了关于“厕纸”的热议。

实际上，在这场热议之中，大

多数人通过免费厕纸被无节制地

浪费，甚至被打包带走这些新闻事

实，又一次觉得薄薄的厕纸成了国

民素质的试金石。一些网友建议

成都不妨学学北京的天坛公园，也

给厕所装上“人脸识别厕纸机”，用

高科技的手段保障免费厕纸的提

供。还有一些网友对顺走厕纸者

的行为义愤填膺，建议管理者把厕

纸装在厕所入口处方便大家监督。

不管是怎样的众说纷纭，笔者

以为，在网友们愤怒的背后是一种

焦虑，焦虑代表城市文明进程的厕

所革命止步于厕纸管理的失败，焦

虑作为普通市民的你和我，在紧急

的时刻不能从容地取一张厕纸，而

是 要 面 对 忘 记 带 厕 纸 的 种 种 尴

尬。事实上，早已历经尴尬的我

们，都已学会出门的时候，纸巾和

钱包、钥匙一样重要。君不见，超

市量贩里，各色纸巾花样层出、销

量甚佳，而各个公厕内，盒子空空，

常年见不到厕纸。

所以，笔者以为，在那些浪费

厕纸和随手顺走一些厕纸的人群

里，除了确实有很小的一部分人是

本着偷盗厕纸回家使用的目的之

外，更多的人乍遇免费厕纸的种种

行为，更多的是内心焦虑的反应。

这种焦虑是在多次尴尬之后的有

些任性的浪费，这种焦虑更有可能

是不知道下一个公厕是否还会有

免费厕纸提供的便利，所以选择带

走一些的保险。

笔者曾到台湾旅游，按多年出

门的习惯，去时随身携带了大包纸

巾，只可惜几乎原封不动地带了回

来。因为在每一个可能用到纸巾的

地方，包括景点的公厕、饭店的餐桌

等等，永远有随手可用的纸巾等在

那里。确定和满足之后才会不焦

虑，所以，在免费纸巾确定和满足地

出现在每一个你需要的瞬间，是否

人们还会有顺走厕纸的必要？

我们常常谈论其他经济发达

国家人民的高素质，但是想必这种

高素质一定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公

共服务发达所带来的满足感和确

定感之上。公共服务的发展需要

时间，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需要时

间，它们相辅相成，又相互促进。

所以，看到北京成都的公园这样的

公厕革命，让我们欣喜，让我们赞

叹。毕竟，在先行者的带领下，有

那么一天，我们也会拥有随手取用

的便利。所以，请给免费厕纸多一

些时间，多一些场合！6

谷雨过后，雨水增多，整修、疏
通河道，清淤去杂，必须早动手、早
筹划、早实施，防患于未然。

去年，安阳特大暴雨，让人们
猝不及防，由于近年来没下大雨，
疏于防范，加上河道被人为填平种
上庄稼，排涝不畅，导致秋粮被
淹。邻村紧挨安阳泄洪河——洪
河，由于固堤牢坝工作做得不踏
实，洪水冲破堤口，淹没了玉米，让
农民心疼不已。

几位农村老人找到笔者，希望
我向党报投稿呼吁一下，请有关部

门提前疏通排水渠道，把平了沟渠
种了庄稼的地方挖通，去年的悲剧
不能再演，惨痛教训应当汲取。

笔者留意观察了乡村排涝河
渠，有的垃圾成堆，有的被夷为平
地，有的杂草丛生，有的被杂物堵
塞，一旦再遇暴雨洪水，后果严重。

建议乡村两级组织精兵强将，
强坝固堤，清除淤泥，去掉杂物，疏
通河道，保证洪水来时河道畅通，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受
损失。6

(乔光)

“从 26 年前他因公负伤、双目失
明，一直到现在，我从没想到过要离开
他……”年过五十的陈仕芬这样告诉笔
者。

陈仕芬的老家在春城昆明。1987
年，机缘巧合，她与柘城县老王集乡小伙
姜行真相爱、结婚。然而爱情的誓言还
在耳边回响，灾难却从天而降。1991
年，丈夫在山西打工时因公烧伤，陈仕
芬心如刀绞，在病床前她告诉丈夫，你

不用怕，我有两只眼，我给你一只……
然而上天没有过多地眷顾这对小夫
妻，经过多方努力，姜行真的眼睛还是
双目失明了。

一时间，大家伙议论纷纷，都认定
这回陈仕芬肯定不会在这个火坑里待
了，会脚底抹油，走人。可是陈仕芬并
没有走，她想起了当初的结婚誓言，如
今小姜病了，眼睛失去了光明，正是需
要亲人在身边关怀问暖的时候，我怎么

能忍心离开他呢？我要做他的眼睛，陪
伴他一生！

陈仕芬用自己柔弱的双肩扛起了家
庭的重担，里里外外一把手，既要忙地
里，又要忙家务，更要照顾好生活不能自
理的小姜。其中的艰辛是常人难以理解
的。

早晨起来陈仕芬要把洗脸水给他打
好，冬天要给他烧热水，然后把饭菜端到
他面前；晚上还要给他洗脚。无论多苦
多累她没有埋怨过一句。为了照顾姜行
真，陈仕芬15年没有回过娘家。日子就
这样在日复一日的饭香和炊烟中过去，
俩人没有吵过架，拌过嘴。邻居们评价
说：陈仕芬能坚持恁长时间照顾丈夫真
的不容易。6 （张超）

百姓素描

议论风生议论风生

议论风生连线基层

议论风生关注优秀传统民间文化保护与传承

□刘俊伟

按照总局、省局关于大力推进综合
治税工作部署以及开展“互联网+税务”
工作的有关要求，新蔡县国税局在县政
府的统一指导下，联合财政、地税等部门
着力推动全域综合治税平台筹建工作，
建立以解决征纳信息不对称为重点，以
大量涉税数据的采集、分析、应用为主
线，以金税三期为保障，以第三方涉税信
息应用为核心的综合治税网络体系。

树立现代税收管理大数据理念。紧
紧依托“互联网+”技术，运用大数据的思
维和手段，不断拓展社会综合治税平台，
强化对数据分析人才的培养使用，促使
税收数据监控、应用能力显著提高。同
时，借助各经济税收管理部门、社会中介
机构等多种力量，深入挖掘数据潜在的
合作价值，充分利用第三方涉税信息重
点解决征纳信息不对称、税源监控不到
位等现存征管难题，堵塞征管漏洞，重拳

出击打破涉税信息行业壁垒。
畅通和拓展涉税数据信息获取渠

道。在推进综合治税信息采集期间，依
托平台融合地税应用、国税应用等模块
功能，创新获取第三方涉税信息的方式
方法，明确涉税信息提供的格式标准、
传递方式和时限要求，构建起集数据采
集、数据分析、数据管理、数据应用于一
体的综合治税体系。通过重点税源的
信息采集和分析，对零散税源、流动税
源和偏远税源实现有力管控，归口管理
机会税源和隐蔽性税源，特别对零散易
流失税源做到底数清、数据明。自平台
搭建以来，实现了数据采集零差错、数
据交换零壁垒、数据分析零死角、数据
应用零障碍、纳税服务零距离，税收预
测准确率均达90%以上。

充分发挥综合治税的实际效用。综
合治税平台和税收风险管理决策系统相
结合，通过对涉税信息收集、分析、监控、
预警，为开展税收风险防控工作提供了

基础性依据；国地税应用、税源地理信息
等功能模块，满足了涉税信息共享需要，
保证了联合税源管理、税收征管、税务稽
查、信用互认等工作顺利开展；集网上办
税、掌上办税、自助办税于一体的综合办
税服务体系，实现了对纳税人“有区域管
理、无区域服务”的全新办税服务模式。

积极稳妥推进综合治税平台建设。
该局积极配合地税、财政等部门做好需
求分析、软硬件建设、数据采集等项工
作，理顺机制，建立以税务部门为主责单
位的大数据中心，实现数据资源共享。
健全信息采集和反馈机制，加大涉税信
息获取力度。及时筛选异常数据，开展风
险预警防控。深化数据分析利用，与各职
能部门通力合作，开展多维度、多层次财
税收入分析，动态掌握税收家底，整理、提
炼有效信息。逐步延伸平台覆盖面，努力
拓宽应用渠道，不断强化后续管理，建立
健全纵向两级联动、横向部门互动的综合
治税体系，增强综合治税的整体合力。

深化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创响税务服务亮丽品牌——河南国税在行动

□本报记者 王先亮
本报通讯员 徐清祥 郑义帅

“和谐文峰，服务先锋”，这是安阳
文峰国税的品牌，对于该局办税服务
厅而言，更是一种宣誓、一种信念、一
种表率。

贴心，服务至上的办税大厅。该局
办税大厅用了“四个一”的标准来为纳税
人提供贴心服务。用“一杯茶水”热情接
待纳税人，通过“一部电话”仔细回答纳
税人的咨询，通过“一个咨询台”热情引
导纳税人办税，通过“一本意见簿”真心
听取纳税人的意见。“四个一”不是四件
事儿，而是四种对待纳税人的态度，用热
心、细心、真心和贴心服务好纳税人。比
如，纳税人到办税服务厅办理涉税事宜，
常因不了解程序跑冤枉路，该局增加导
税员引导解释工作，通过国税人的“加”，
带来纳税人办税成本的“减”；比如，每到
秋季天气转凉，办税大厅休息区的桌椅

就套上了软软的棉坐垫，他们从细节让
纳税人感到温暖；比如，首问负责制、限
时服务、一窗式、一站式、一次性告知服
务；比如，开辟纳税“绿色通道”、预约服
务、延时服务、提醒服务、“为特殊人群送
票上门”“无节假日售票”等服务，每项措
施都以纳税人的需求为出发点，每一项
服务都以纳税人满意为终点。

便捷，智能高效的办税大厅。该局
的办税厅是安阳市首家互联网+智慧国
税办税服务厅，也是河南省第二家智能
化办税服务厅和24小时办税服务厅。
办税服务厅自助办税区、24小时自助办
税厅设置了计算机、打印机、扫描仪、发
票自助领取机、发票自助代开机、车购税
自助办税终端等各类设备35台，其中自
助办税终端7台，纳税人在这个区域可
以自助申请包括税务登记、认定管理、发
票管理、申报征收、增值税优惠备案、企
业所得税优惠备案、税收证明在内的7
个业务类别、165项具体业务。特别是

发票领取，减少了排队和发票验旧环节，
两分钟内即可领取发票，比窗口办理至
少快一倍。24小时自助办税区为纳税
人提供全天定额发票、增值税发票领用
服务。该局大厅还是国地税合作大厅，
国地税合作事项由原来的32项增加到
44项，包括税务登记、申报征收、发票管
理等业务，基本上国地税所有即办类业
务都可以在该局大厅办理，实现了“一窗
通办、即时办结”联合办税新常态。

荣誉，行业标杆的办税大厅。梅花
香自苦寒来，安阳文峰国税办税服务厅
的每一步脚印都记录着国税人的辛勤
服务，都镌刻着纳税人的声声赞誉。近
年来，先后荣获国家级巾帼文明岗、国
家级青年文明号、省级优秀办税服务
厅、省级群众满意基层站所、省级模范
职工小家，安阳市“窗口行业精神文明
示范单位”“五星级办税服务厅”“五星
级站所”等荣誉。成为河南国税的窗口
标兵，安阳国税系统的一张名片。

安阳文峰国税：优质服务无止境 便民服务暖人心

□本报记者 王先亮
本报通讯员 满若旸 刘文哲

近日，在濮阳大众汽车4S店里，市
民刘先生刚刚付款买了一辆新车，通过
店内的自助办税终端机，扫描机动车合
格证二维码、刷卡缴税、打印缴款书及
车购税完税证。短短不到3分钟，就完
成了车购税缴纳，拿到了完税证明。刘
先生惊喜地说：“真是太方便了！这是
我的第二辆车，当初买第一辆车时，为
了缴费可费了不少功夫！”

据了解，随着机动车迅速普及，该市
车购税办税业务量连年增长，带来了办
税厅排队长、缴税难等问题。同时，该市
公安车管部门和90%以上汽车销售企业
均集中在市郊，而车购税办税厅却距此
地十几公里，纳税人买车、缴税需要来回
跑，大大增加了经济、时间成本。

困境思变，试点先行。为给纳税人提
供更多便利，有效解决了纳税人及车企人

员“多头跑”“重复跑”的问题，濮阳市国税
局车购税分局按照总局“以网上办税厅为
主体，以自助办税等手段为辅助，办税服
务厅兜底的格局”的要求，经多方调研论
证，决定在4S店设置自助办税终端，纳税
人足不出户即可办理车购税缴纳事宜。
同时，为做到科学合理布控，该局多次开
展座谈走访，与纳税人及汽车销售企业沟
通交流，最终确定了一批4S店为试点，设
置车购税自助办税终端，并与其签订协
议。由4S店负责对自助终端税收票证的
领发、保管、使用进行监督，及票证专用章
的保管和使用等；车购税分局负责相关票
证的发放、配送和指导。

逐步推广，全面铺开。试点效果显
现后，2016 年下半年，该局决定按照

“一店安装，辐射周边”的设置预期，采
用科学合理的多点布控原则，将全市车
购税自助办税终端由原有的 4个增加
到 12个，基本实现了市区全覆盖。随
着自助办税规模的扩大，纳税人可在

4S店、车购税征收厅自由选择缴税，极
大方便了纳税人，并有力缓解了办税厅
前台征收的压力，受到纳税人和汽车销
售商家的一致好评。

加强宣传，提升效率。由于自助办
税终端设置在4S店内，由汽车销售人
员指导操作，部分纳税人对其公信力和
合法性存有顾虑。针对这一现象，该局
统一制作税收标示牌和“温馨提示”宣
传牌，设置12个自助办税终端征收点，
有效规范了自助征收管理，增强了征收
点公信力。同时，该局还组织宣传队，
在4S店聚集区开展宣传，宣讲车购税
政策，讲解操作方式，提升自助终端使
用率。

该局负责人常雪峰表示：“自助办税
终端是传统办税服务的延伸，为纳税人
提供了多元化的办税渠道，解决了来回跑、
排长队、费时间等办税难题！下一步工作
中，我们将进一步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
形式，为纳税人带来更大的便利！”

濮阳国税车购税分局：推广自助办税惠及纳税人新蔡国税：整合信息资源推进综合治税平台建设

□李晓

全国第 26个税收宣传月期间，泌
阳县国税局深化税收宣传工作，将税收
宣传融入日常管理服务工作中，唱响服
务发展的主旋律。

围绕服务主题，集思广益定方案。
紧扣“深化税收改革、助力企业发展”主
题，围绕“深改推进年”各项工作安排，组
织机关、基层开展宣传项目征集座谈会，
结合上级工作部署及县域税源实际，明
确了重点A级信用等级企业座谈、营改
增大辅导、国地税税法宣传日等5类宣
传活动项目，印发《泌阳县国家税务局关
于开展第 26 个税收宣传月活动的通
知》，压实责任到部门，明确小组责任制，
确保各项活动有效落实。

聚焦信用管理，征纳互动促交流。
4月上旬，围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税收
服务企业发展、热点难点答疑解惑等工
作内容，以重点A级纳税信用等级企业

座谈会作为第26个税收宣传月启动仪
式，邀请全县各行业25家A级纳税信用
企业负责人前来共话税企发展；对国税
部门政策宣传执行、政策辅导解疑展开
问效问需问计，征集重点企业纳税人意
见及建议，由机关业务部门人员现场答
疑解惑，并将共性诉求纳入年度纳税人
满意度建设工作，实施动态管理。

立足综合治税，主动宣传树形象。
该局主动向地方党委政府汇报一季度税
收工作成果及困难，分析全县综合治税
工作的潜力，为地方综合治税平台运行
及机制完善建言献策；在县“两会”召开
期间，联合地税局组织宣传工作组，深入
县人民会堂广场，向参会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发放宣传物品，宣传国税部门执行
税收优惠政策、服务营改增行业发展、服
务纳税人便利办税等方面的举措及成
果，提请社会各界关心关注税收工作。

注重融合推进，全员参与抓常态。该
局联合地税局开展税法宣传日活动，共同

组织基层人员设立宣传站点，协同实现进
企业、进市场、进社区、进园区、进景区，营
造浓厚的宣传氛围；结合商业税收治理、
推进综合治税、营改增税源管理、实名办
税、委托代征税款、所得税汇算清缴等重
点工作，将税收宣传融入日常管理服务工
作，提升政策宣传、办税辅导工作的针对
性；持续深化营改增纳税人大辅导工作，
分行业举办营改增纳税人税收业务讲堂，
实施重点集约辅导，提请纳税人依法经
营、诚信纳税、远离涉税风险，同时帮助掌
握税收政策；加强对宾馆酒店、医院、快递
公司等生活服务业纳税人的走访调研，通
过普及宣传、个性辅导，宣传营改增政策，
增强居民和纳税人对税收工作、对征纳权
利义务的关注和了解，增强政策宣传辅导
工作的渗透力；抓好办税服务场所宣传工
作，在导税指引、办税辅导、受理咨询的同
时，发放税收宣传资料，宣传营改增政策、
便民服务举措，结合实名办税等重点工作，
引导纳税人及时关注自身义务及权益。

泌阳国税：深化税收宣传 唱响服务发展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