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报道，外卖市场出现“井喷式”增长，但外卖美食却屡遭网
友吐槽：为什么总感觉菜量比在饭店吃要少得多？为什么到手的菜品和
线上的美食图片差太远？随着《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1
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些问题都将找到破解方法。9 图/顾培利

□钱夙伟

2017年 12月 31日，最后一批

“90 后”度过 18 岁生日，这意味着

“90后”已全部成年。近日，微信朋

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被各种富有

年代感的“十八岁照”刷屏，大家纷

纷通过晒图形式追忆自己的青春。

（据1月1日中国新闻网报道）
对于最后一批“90后”来说，晒

“十八岁照”是一个成人礼。“我刚

好 18 岁，要趁着年轻做自己想做

的事，别辜负了青春”，年轻意味着

一种进取的状态，晒照片是一种宣

示，晒出的是自己作为一名成年

人，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一份责

任和担当。

实际上，晒“十八岁照”，并非

只是最后一批“90后”的专利，中年

人乃至老年人都在晒自己的“十八

岁照”。有专家认为，时下刮起的

“十八岁照”怀旧风，某种意义上也

是一种减压方式，满足了一部分人

的心理诉求。当然，不仅仅是“减

压”，晒“十八岁照”是对自己青春

的追忆，看着照片上青葱少年稚气

未脱阳光无瑕的脸庞，那时的心灵

是单纯的，充满着对未来的向往，

有着一往无前的激情。晒“十八岁

照”让自己“回到”美好的年代。当

回眸一路走来的人生脚印，追忆的

同时其实也是在追问：什么时候变

得油腻了油滑了乃至失去了当年

的执着，偏离了自己的初心？

然而，时光不能倒流，怀念的

最终目的，是更好地把握当下，“年

龄只是个数字，又何必太在意，每

个年龄段活得精彩就够了”。晒

“十八岁照”，无疑是对自己在人生

道路上重新启程的激励，有着自加

一份压力的勇气。

不忘初心，才能牢记使命。对

于很多人，晒“十八岁照”，也是晒

自己的使命。当我们走进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尤其需要“十八岁”时

那种燃烧的使命意识，那种挥斥方

遒、激扬文字，到中流击水、浪遏飞

舟的胆魄和干劲。也唯有始终以

责任和使命为引领，才能铸就无悔

的青春岁月，才能让人生永远绽放

出绚丽的光彩。

人生有几个十八岁？借着晒

“十八岁照”，永远记得十八岁的那

条起跑线，不畏浮云遮望眼，一路

追赶、砥砺前行，每一天都活出痛

快淋漓的精彩，这或许就是晒“十

八岁照”的本意和初衷。9

领导干部“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不仅要

提升“五种思维”，还要增强“八种本领”。对领导干部来

说，达到本领高强，可能有很多方法，但千招万招都离不

开读书这一招。（据1月1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
“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领导干部必须勤

于学习、博览群书、储备新知识、掌握新本领，才能在工

作中运筹帷幄，才能避免本领恐慌。

书是一面明镜。享乐主义思想滋生时，读古书能够

让我们见贤思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从而“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当理想信念动摇

时，读马列主义、党章党规，就会坚定我们“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古人以铜为镜，明得失，今日党

员干部以书为镜，可以定方向、明进路。

书是星辰大海。这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时代，党员干

部受外部环境影响大。特别是面对物欲横流，如何安定

内心，坐怀不乱，泰然处之？多读书能够荡涤我们的杂

念。“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提醒我们不能大吃大喝、

铺张浪费。“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

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提

醒我们公私分明，不能与民逐利，自取其辱。读一本好

书，像找到一位恩师，黎明读书，一天精神抖擞，入夜读

书，恬静而眠。党员干部要在书中找到“诗与远方”。

“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

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

调领导干部要加强读书学习，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唯有读书才能“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

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才能适应新时代、融入

新时代。

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而读书，应该成为广大党员干

部的自觉。新时代，让读书成为新风尚吧。2

（李长安）

在读书中照见未来

读懂水资源税的深深“绿意”
从“费”到“税”的转变，

意味着合理调节用水需求，

提高用水效率，促进水资源

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和生态环

境保护，有了更有力的抓手。

□本报评论员 丁新伟

2018 年 1 月 1 日 8 点 01 分，新

乡县地税局成功开具首张水资源

税税票，纳税人为河南某化肥有限

公司，该公司此次共缴纳水资源税

19.99 万元。这是我国扩大水资源

税改革试点后，税务部门开出的首

张水资源税税票，也标志着全国第

二批 9个水资源“费”改“税”试点省

份征收工作正式启动。（据1月2日
本报报道）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

用，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

方式”，这是我国扩大水资源税改

革试点的目的。伴随着首张水资

源税税票的开具，我省正式告别水

资源费，进入水资源税时代。从

“费”到“税”的转变，意味着合理调

节用水需求，提高用水效率，促进水

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和生态环境

保护，有了更有力的抓手。

为促进资源节约利用，1988年

起我国开始征收水资源费。“这项

非税收入专项用于水资源的节约、

保护和管理等，但在征收过程中，

存在缴费人意识不强、缺乏有力征

管手段等问题。”国家税务总局财

产和行为税司司长蔡自力表示，因

此亟须通过费改税，利用税收强制

性、规范性的特点，强化政府对水资

源适用的调控能力，进而有效配置

水资源。基于此，2016 年 7 月 1 日

起，我国在河北省率先实施水资源

税改革试点，以破解水资源短缺、水

生态环境恶化等突出问题。

我省水资源严重短缺，全省水

资源总量不足全国的1.42%，人均水

资源量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

一，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水资

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河北的改革

试点经验表明，破解水资源供需矛

盾，必须抓好水资源“费”改“税”试

点征收工作。试点工作实施一年多

来，河北省强化纳税人节水意识，抑

制了地下水超采和不合理用水需

求，促进了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该省规模以上用水户年减少抽采

地下水 0.37 亿立方米，100 多家城

镇公共供水企业由抽采地下水改

为取用地表水；该省钢铁企业加大

节水投入，配备污水处理和水循环

利用设施，将处理后的中水循环使

用；一些高尔夫球场、洗车、洗浴等

特种行业取用水量下降30%以上。

推进绿色发展，让党的十九大

精神在河南落地生根，必须“加快

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

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必须“推进资

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施国家

节水行动，降低能耗、物耗，实现生

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我

省成为第二批水资源“费”改“税”

试点省份，让提高节水意识、保护

水资源有了刚性标准，对于开采、

使用水资源的纳税户而言，这是调

结构、促转型的一种倒逼。

《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

法》规定，“对超计划（定额）取用水，从

高确定税额；对特种行业取用水，从高

确定税额”，这意味着“费”改“税”后，税

额标准相对较高，引导纳税人走节约

用水路子。“新乡县是缺水地区，我们又

是用水大户，开征水资源税，对我们压

力不小。我们会及早改用地表水，大

力增加节水设备，最终形成绿色、节约

的发展方式。”缴纳水资源税的某公司

办税人员宋光钊的这番话，对于众多

开采、使用水资源的纳税人来说，可

谓“于我心有戚戚焉”。9

“十八岁照”，其实晒的是“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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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无理由退货”且行且规范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工作会议

上获悉：2018 年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加强

消费维权，在监督经营者全面落实网购七日无理由退货

制度的同时，推进线下无理由退货工作。（据 1月 1日
《人民日报》报道）

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网购 7 天无理由退货，是

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不受损害，进而倒逼商家重视商品质

量和服务。显而易见，线下销售也有售后权益的问题，需

要将二者统一起来。如此一来，消费者无论从哪个渠道

购物，都能享受到均等的退换货服务，从而改善整体消费

体验，让线上线下商家站在同一水平线上竞争。

在线上线下无理由退货全面推行之时，也要注意平

衡商家与消费者的权益，制定细则来规范退换货行为，

不能放纵滥用无理由退换货，令商家合法权益受损，扰

乱市场秩序。9 （江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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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岳观察

新世说·河南新闻奖名专栏 画中话

医院所有制性质为全民事业差供

单位，建筑面积 66012 平方米，床位

1300张。年门诊量为 63万余人次，

医院年收治住院病人为 4.8 万余人

次，年分娩量 1.8 万人次；全院职工

1000 余人，卫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

85%，其中高级职称人员 78人，中级

职称人员215人，博士1人，硕士生38

人。目前医院有十大临床科室（设21

个病区）：妇科（设置3个病区）、产科

（设7个病区）、妇产ICU、儿内科（设7

个病区，其中康复病区 2个）、儿外科

（设 1 个病区）、耳鼻喉科（设 1 个病

区）、乳腺外科（设1个病区）、女性健

康管理中心、儿童保健科、口腔科、皮

肤科、生殖医学中心。

博士待遇：按照《安阳市人才引进

暂行办法》办理入职手续，医院给予相

应配套补贴。

临床统招全日制本科及硕士研究

生待遇：985、211、一本以上的医学专

业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第一学历二

本以上）医院给予生活补贴。

一、具体岗位要求：

1. 2016年至 2018年医学院校毕

业生。

2.有工作经历：在二级以上医疗

机构、五年以上工作经历，高中起点普

通全日制本科学历，具有相应的医师

资格证书及执业证书，年龄要求在35

周岁以下，有规培证优先；对于硕士以

上及紧缺岗位年龄可适当放宽。

二、招聘程序：

1.网上报名：即日起至2018年12

月31日。

应届毕业生：填写附表一《2018年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应届毕业生应聘登记

表》（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官网 www.

ayfy.com.cn资料下载栏中），发送至邮

箱：afyrsk@163.com。

往届毕业生：填写附表二《2018

年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往届毕业生应聘

登记表》（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官网

www.ayfy.com.cn 资料下载栏中），

发送至邮箱：afyrsk@163.com。

经过初步筛选，将通知符合条件

的参加考试，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请保持电话通畅。

三、联系方式：

地址：安阳市解放大道 92号，市

内可乘坐 1 路，3 路，9 路，11 路，12

路，17路，22路，47路，48路，56路公

交车安阳市妇幼保健院下车即到。

电话：0372—3285213

3285030

手机号：13503975929(王老师)

邮箱：afyrsk@163.com（电子简

历标题：学历+姓名+专业）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

2018年1月2日

2018年安阳市妇幼保健院人员招聘公告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暨儿童医院2018年度招聘计划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招聘岗位

医疗

儿科

妇产科

生殖医学中心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儿科、儿保、新生儿保健

妇产科

乳腺科

妇产监护室

妇产科（宫腔镜、阴道镜）

女性健康管理中心

病理科

检验科

输血科

超声科、放射科

专业

医学相关专业

儿科学

妇产科学

生殖医学专业（限女性）

临床医学、耳鼻喉专业

临床医学、儿科专业

临床医学、妇产专业

临床医学、乳腺专业

临床、内科或重症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医学影像学

学历学位

普通全日制博士学位

普通全日制硕士学位

普通全日制硕士学位

普通全日制硕士学位

统招全日制二本及以上学历

统招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统招全日制二本及以上学历

统招全日制二本及以上学历

统招全日制二本及以上学历

统招全日制二本及以上学历

统招全日制二本及以上学历

统招全日制二本及以上学历

普通全日制硕士学位

普通全日制硕士学位

统招全日制二本及以上学历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暨儿童医院是豫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家妇幼卫生机构。承担

着全市及周边地区妇女儿童的医疗保健工作，是全市妇幼卫生技术指导中心。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手术间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儿童重症医学科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