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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
可以很“红”也很“炫”

今后，一次也不用跑了
——河南地税电子税务局上线运行首日体验

河南中医药大学

“思政”武装思想 点燃青春火焰

□本报记者 王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提出的健康中国战略对基层群众
是重大利好”“中医药在健康中国建设
中大有可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急需
专业人才”…… 3月7日，在河南中医
药大学管理学院 2017级健康保险班
课堂上，程开艳老师正和同学们交流
寒假期间的调研心得。大家你一言我
一语，讨论得十分热烈。

为引导同学们关注社会、提高实
践能力，程老师要求同学们结合教材，
利用寒假围绕“深入思考党的十九大
提出的健康中国战略如何更好地在基
层实施”进行调研。听着同学们的讨

论和不时闪现的“真知灼见”，程老师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如何打破思政课教师“单兵作
战”、大学思政课“孤岛化”窘境，让每
门课程都育人、每位教师都承担育人
责任？河南中医药大学积极探索高校
思政课的全新“打开方式”，整合教育
资源，大胆尝试“思政课程”与“课程思
政”的深度融合，构建全员、全方位、全
课程的大思政教育体系。

基础医学院李具双教授长期从事
《医古文》的教学和研究，枯燥的文言
文被他讲得妙趣横生。他从中医药学
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哲学智慧讲
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凝聚
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
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
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
明宝库的钥匙。”学生们说，听他的课
就像吃了薄荷和党参，既提神醒脑又
补气养血。

管理学院的贾成祥老师开设的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和《国学经典导
读》两门课场场爆满，时常吸引其他专
业学生前来旁听，几乎到了“一座难
求”的地步。他在专业基础课中根据
讲授内容适时进行教育引导，收到了
润物无声的效果。贾老师说：“学校的
思政教育工作不能全是思政课老师的
事，我希望自己能从一名授课老师转
变成一名真正的教育工作者。”

贾老师的想法源于校党委书记别
荣海在一次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他
认为，高校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就是要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
入发掘各类课程的思政教育资源，赋
予各类课程思政教育职能，在传授专
业知识过程中加强思政教育。

人们发现，河南中医药大学有“思
政味”的专业课越来越多了：刘亚敏老
师在讲授《药理学》时，将思政教育蕴含
其中，讲到有机磷酸酯类中毒时，告诉

同学们要珍爱生命；讲到青霉素的诞生
时，鼓励同学们要献身科学。而原本

“冷冰冰”的人体解剖课，因为老师们带
领学生向遗体捐献者鞠躬致敬而散发
出温暖的人文情怀……大学生们发现，
自己在收获专业知识的同时得到了精
神上的升华。2017级新生李安琪在自
己的微信签名上写下这样一句话：“今
后我会怀着感恩之心治病救人。”

在专业课中渗透思政教育，增强
了课程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拉近了师
生的情感距离。康复医学院辅导员
姚明超说，这些“有温度”的专业课程
获得学生们的认同，学院一年级新生
中有 90%的同学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还自发成
立了“星光研习社”理论社团，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已成为学生的行为准则，十九大
精神点燃了大学生心中青春的“火
焰”。②40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孙静
实习生 刘斐）3月 7日，郑州仲裁
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院首次开庭，
受理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两
家知名企业因合同引起的纠纷。
这次开庭是郑州仲裁委员会国际
商事仲裁院的第一次，也是河南自
贸试验区的第一次。

据河南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相
关负责人介绍，本次仲裁案件的当
事人因在国际建设工程项目的建
造上产生争议，根据双方合同中约
定的仲裁条款，郑州仲裁委员会受
理该宗纠纷。经过前期必要的法
律程序，仲裁庭开庭审理。

庭审现场外，郑州仲裁委员会
国际商事仲裁院负责人买涛对记者
说：“根据仲裁规则，开庭之前，由双
方当事人各自在仲裁名册中指定了
一名仲裁员，并共同指定了首席仲
裁员，于今日对双方当事人的纠纷
进行审理并做出裁决。如你们所
见，仲裁以不公开进行为原则，且双
方企业以及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均
负有保密义务，这样能有效保护当
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信息。”

“郑州仲裁委员会国际商事仲
裁院去年10月份正式入驻河南自
贸试验区，在郑州片区综合服务中
心专门设置了受理窗口，受理涉及
河南自贸试验区和涉外的仲裁案
件。”买涛介绍说，我国于 1987年
成为《联合国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

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的成员
国，根据该公约的规定，郑州仲裁
委员会的裁决可以在全球 156个
国家申请承认和执行。

国际商事仲裁的优势在哪？
在自贸试验区建设中将发挥何种
作用？据相关法律专家介绍，仲裁
是国际通行的一种解决商事纠纷
的主要方式，仲裁机构可就平等主
体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
产权益纠纷予以受理和裁决；审理
仲裁案件的仲裁员都是各个行业
的专家，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仲
裁实行一裁终局制，裁决一经做出
即发生法律效力。“在河南自贸试
验区建设和发展中，运用仲裁方式
解决商事纠纷，有利于繁荣国际商
事贸易、深度对接国际商事制度、
保护市场各类商事主体，进一步提
升河南自贸试验区的法治化营商
环境，也是河南自贸试验区法律服
务保障体系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措
施。”该专家表示。

记者了解到，郑州仲裁委国际
商事仲裁院采取“一站式”受理方
式、实行网上审批、立案和办公，方
便当事人和河南自贸试验区内各
类市场主体就近选择仲裁服务。
买涛表示：“国际商事仲裁院将通
过优质高效的仲裁、调解、评审等
多元化服务，妥善化解河南自贸试
验区的商事纠纷，提升经济运行效
率和质量。”②40

□本报记者 赵振杰

3月7日，是河南地税电子税务局正
式上线运行首日。即日起，纳税人在网
上即可完成税务登记、申报纳税、信息查
询、减免税备案、报告备案、消息推送与
提醒等12类涉税事项的在线办理。

当天，记者现场体验网上办税各项
功能，并采访有关当事人对我省新上线
网上办税各项功能的体验和评价。

功 能 强 大 操 作 便 捷
体验友好

7日下午，记者走进河南地税直属
分局服务大厅时，该局工作人员卢雅
逊正在向一家公司财务人员介绍电子
税务局的各项功能。

“电脑 PC端、移动端、自助端，均

可以登录电子税务局进行办理。”卢雅
逊说，“河南地税电子税务局引入了云
计算、人工智能、电子档案和电子印章
等技术，涵盖了包括自然人在内的所
有类型纳税人、纳税人需要办理的所
有事项，并支持三方协议扣款、银联扣
款、支付宝支付，是纳税人网上办税模
式的新突破、新提升。”

记者在现场看到，无论是手机还
是移动电脑，只要登录河南地税电子
税务局，除去能办理所辖税费申报纳
税及财务报表报送外，还实现了国地
税CA证书互认、网上减免优惠备案、
报告备案、待办提醒等。

符合备案类税收优惠政策的纳税
人，可以通过网上电子税务局进行申
请、资料扫描、优惠信息提交，无需到
办税服务厅排队等候办理和提交纸质
资料。主管地税机关审核通过后，在

网上发出事项办理通知书，加盖电子
印章，纳税人收到即可按规定及时享
受税收优惠。

“申报、备案都能在网上受理，以
前希望跑一次就能办妥，今后可以一
次也不用跑了。”郑州一家企业财务
人员陈燕红在现场学习了新版电子税
务局功能后，忍不住感叹道。

各类纳税人关心的问题
都在这儿了

当天，河南地税电子税务局移动
办税APP也正式上线了。APP把服务
对象区分为自然人、企业办税人员、企
业法人、企业财务负责人、个体工商
户、税务中介等，依据不同对象的特
点，自动识别用户身份，实现了个人办
税和企业办税的完美结合。

对于自然人：可查询个税、契税、
社保缴纳信息；可缴纳社保费、车船
税；可办理二手房交易业务；可通过扫
码的方式打印个税完税证明及车船税
完税证。

对于企业人员：如果是企业的法
人、财务负责人、办税人员，在注册后
可以查看企业的相关信息；可以办理
附加税、印花税、个税、工会经费、房产
税、土地使用税的申报业务，可以缴纳
企业在全省各地的待缴税费；可通过
扫码的方式打印企业的各类完税证。

“在政务服务加快改革的今天，我
们要给纳税人提供最大便利。”省地税
局负责人表示，目前，河南地税正逐步
形成“网上办税为主、自助办税为辅、
办税服务厅兜底”的24小时办税服务
模式，使纳税人随时随地畅享办税的
便捷。②9

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法治化迈开重要一步

郑州仲裁委员会
国际商事仲裁院首次开庭

3 月 6日，信阳涉外职业技
术学院的老师在给学生上服装
设计制作课。位于豫南大别山
革命老区的河南新县，近年来大
力发展涉外劳务经济，让广大农
民走出山门闯世界，漂洋过海挣
“洋钱”。据了解，该县已累计向
日本、韩国等 20多个国家和地
区外派劳务人员 3.5万人次，累
计 创 汇 折 合 人 民 币 80 多 亿
元。 新华社发

本报讯 3月 6日，邮政储蓄银
行河南省分行2018年度金融扶贫
工作会议在三门峡市卢氏县召开。

据了解，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
2017年度分别向51个贫困县及交
通、电力等基础设施扶贫项目发放
各类贷款 248.29亿元。今年该行
要求各分支行紧密围绕省委省政
府各项金融扶贫政策部署和工作
规划，确保“三个到位”，即组织领
导到位、资源配置到位、指导帮扶
到位；狠抓“四个着力”，即着力加
强银政协作、着力加强重点产品推

广、着力加强风险防控、着力加强
总结宣传；坚持“四个结合”，即将
金融扶贫工作与抓好基层行党建
相结合、与深化三农事业部改革相
结合、与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相结
合、与做好普惠金融相结合；切实
做好“卢氏模式”在全省的推广落
地。要确保2018年向贫困地区投
放信贷目标任务的全面完成；确保
扶贫贷款金额不低于上年，扶贫贷
款增速不低于全行贷款平均增速，
力争为我省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作出贡献。③5 （本报记者）

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

去年发放248亿余元贷款
助力金融扶贫

第五套
1.下列哪个说法是正确的？
A 开车可以不系安全带
B 骑摩托车必须戴头盔
C 少喝点酒只要不晕，开车没关系
D 车流少的时候，超速没关系
2.需要紧急医疗救助时可以拨打哪个

电话号码？
A 120 B 119 C 122 D 114
3.《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建议每

天至少摄入几种以上食物？

A 8 B 12 C 15 D 25
4.某药品标签上印有“OTC”标识，则

该药品为哪一类药？
A 处方药，必须由医生开处方才能购 买
B 非处方药，不用医生开处方，就可以

购买
C 保健品
5.流感季节要勤开窗通风。关于开窗

通风，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A 冬天要少开窗或不开窗，避免感冒
B 开窗通风可以稀释室内空气中的细

菌和病毒
C 开窗通风可以使阳光进入室内，杀

灭多种细菌和病毒
6.用玻璃体温计测体温时，正确的读数

方法是什么？

A 手持体温计水银端水平读取
B 手持体温计玻璃端竖直读取
C 手持体温计玻璃端水平读取
7.高血压的“三高”是指的什么？
A 患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
B 患病率高、致残率高、治愈率高
C 患病率高、致残率高、并发症高
D 发病率高、并发症高、死亡率高
8.从什么年龄开始要每年至少测量一

次血压？
A 50岁 B 45岁 C 35岁 D 25岁
9.以下不属于有氧运动的是哪种？
A 长跑 B 俯卧撑
C 游泳 D 广场舞
10.衡量健康体重的指标不包括下列哪

一项？

A 身高 B 体重 C 腰围 D 胸围
11.您认为以下哪组数据属于正常血压

值（高压/低压）范围？
A 140/95毫米汞柱
B 120/80毫米汞柱
C 150/100毫米汞柱
D 都不对
12.您认为以下哪组数据属于腋下正常

体温值范围？
A 35℃-36℃ B 36℃-37℃
C 37℃-38℃ D 都不对
13.《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推荐

2-3岁健康幼儿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超
过多少？

A 2 克 B 3克 C 4克 D 5克
14.《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推荐

健康成人每人每天添加糖最好控制在多少
克以下？

A 15克 B 20克
C 25克 D 30克
15.成人积极参加日常活动和运动，平

均每天主动身体活动多少步？
A 4000步 B 5000步
C 6000步 D 7000步
16.规范的结核病化疗需要多少时间？
A 3—5个月 B 6—8个月
C 10—12个月
17.下列哪种疾病可通过共用洗脸毛巾

传染？
A 沙眼 B 乙肝
C 流行性乙型脑炎
18.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

吗啡、大麻和可卡因等是我国《刑法》规定
的哪一类物品？

A 麻醉品 B 药品 C 毒品
19.要想用药合理，用最少的药得到最

佳疗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A 控制住症状以后，就停止用药
B 按医嘱用药
C 根据自身症状，自行调整用药
20.身体缺碘造成的最为严重的损害是

什么？
A 引起高血压病 B 佝偻病
C 无法恢复的智力损害

▶健康小知识

疫苗是指为了预防、控制传染病的发
生、流行，用于人体预
防接种的预防性生物
制品。接种疫苗是预
防一些传染病最有
效、最经济的措施，儿
童出生后应按照免疫
规划程序接种疫苗。

健康中原疾控行健康素养有奖竞赛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邀请您参加健康素养知识竞赛答题，答对有红包！

健康中原疾控行
让我们走向健康

答题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答题
参赛方法：扫描每期文尾二维码，关注“河
南疾控”微信平台，点击页面下方【知识竞
赛】栏目即可答题。

（上接第一版）制定并印发了《十届
省委巡视工作指导意见》，确定了
十届省委巡视巡察工作的路线图
和任务书。

省委各巡视组组长表示，本
轮巡视坚决落实政治巡视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按照新时代党的建
设总要求，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
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
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在政
治高度上突出党的全面领导，在政
治要求上抓住党的建设，在政治定
位上聚焦全面从严治党，把“两个
坚决维护”作为根本政治任务，以

“四个意识”为政治标杆，以党章党
规党纪为尺子，查找政治偏差，督
促各级党组织强化管党治党政治
责任。

各被巡视地区党组织负责人
表示，将全力配合省委巡视工作，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畅通信
访渠道，落实好省委巡视组提出的
要求，对发现问题彻查彻改，做好

巡视“后半篇文章”，确保在接受巡
视监督的过程中取得实效。

据了解，十届省委第三轮巡
视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河南省委开
展的首轮巡视，进驻完成后，十届
省委对省辖市实现了巡视全覆盖。

本轮巡视从3月初开始，对省
辖市和县（市）区的巡视时间为 2
个月。巡视期间，省委各巡视组均
开通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电
子邮箱、接收短信手机和联系信
箱。省委巡视组受理信访举报的
时间为工作日8时至20时，巡视结
束后信访渠道自行关闭。对其他
与巡视工作无直接关系的个人诉
求、涉法涉诉等信访问题，将按照
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原则，转交有
关单位办理。

此外，按照省委巡视工作领导
小组要求，省委巡视组应主动接受
被巡视对象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监督电话分别是：省纪委干部监督
举报电话12388，省委组织部干部
监督举报电话12380。③3

十届省委第三轮巡视全部进驻

走出去
挣“洋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