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综合新闻│112018年4月3日 星期二
组版编辑 冯军福

为展现新时代下公司责任企
业形象，国网虞城供电公司青年志
愿者依托电力抢修服务队、供电优
质服务队和乡所供电服务队，从低
压用电快速抢修、农村供电服务等
方面做好供电服务工作。阳春三
月，青年志愿者活动精彩纷呈，春
灌用电帮扶服务、植树造林、爱心
助学等系列“学雷锋、见真情”活
动，受到群众赞誉。“我们要让雷锋
精神随着时间的升华，在公司落地
生根，生生不息。”青年志愿者服务
队领队、国网虞城供电公司党委书
记窦海涛如是说。 （董立峰）

虞城供电公司
“青春光明行”
活动精彩纷呈

加强青少年学生税法宣传教育，
对于促进青少年学生从小树立税收法
治观念，增强全社会的税法意识，提高
税法遵从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漯
河市国税局精心谋划，积极组织安排
各县局开展形式多样的税法宣传进校
园活动。

小手拉大手，与税“童”行。“我要
争做一名小小税收宣传员，等回家了，
还要给爸爸妈妈讲税法。”这是舞阳县
国税局携手县第三实验小学开展税收
宣传活动现场，税务人员带领孩子们
朗读了国学经典和税收典故，向孩子
们介绍了税收的历史变迁和重要意义
等，提出了税收是什么，税收从哪里来
等问题。孩子们踊跃举手发言，在一
问一答中让孩子们了解到学校的建
设，公园马路的修建都离不开税收，现
在要争做一名小小税法宣传员，长大
后，要争做依法纳税的好公民。税务
工作人员将税法知识穿插在故事中，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述税法的重要
性。为了给活动增添更多乐趣，税务
人员同孩子们一起唱儿歌、做游戏，随
后向孩子们发放了“小手拉大手、与税
同行”手册和文具。孩子们表示回家
之后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今天学到了
很多税法小知识。“让税法走进校园，
容易形成小手拉大手、一家带社会的
良性互动，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
庭，带动整个社会，这就是小手拉大手
的意义，让税收宣传辐射到社会中去，
对促进群众树立依法诚信纳税意识具
有重要意义。”税务人员介绍。

播撒诚信纳税的种子。税收是国
之大计，临颍县国税局税法宣传青年志
愿者前往临颍县成陈村小学开展税法宣
传活动。这次税法宣传活动主要以税收
知识讲座的形式展开,青年税收志愿者
们对税收的概念、税收的职能、税收的来
源等税收知识进行了通俗易懂的讲解，
使遵从税法、学习税法、运用税法成为青

少年学生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通过
税收志愿者们的耐心讲解，同学们纷纷
表示对于以前比较抽象的税收知识，现
在感觉一下子变得亲近了很多。课堂结
束后同学们纷纷围到税收志愿者身边，
提出了自己的问题，税收志愿者们都给
他们认真地进行了讲解，同学们纷纷表
示要将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在回家后跟自
己的父母亲戚以及小伙伴分享，以后一
定要认真学习税收税法为国家的税收事
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此次税法宣传坚持
校内校外、课内课外、线上线下相结合，
切合实际推进税法宣传教育由学校向家
庭、社会延伸，旨在不断提升青少年学生
的税收法治意识和税收法律素质。

漯河市国税局通过认真开展税法
进校园系列活动，进一步向学生播撒
诚信纳税的种子，让孩子们从小树立
税收观念和法律意识，让诚信纳税、共
同护税的春风吹拂到校园的每个角
落。 （蔡明安 丁洁冰）

漯河市国税局：税收春风吹拂校园

□本报记者 李若凡

如今手机里、电脑中都有各种各样
的天气软件，不仅能够提醒您晴天还是
阴雨、空气质量如何，更能告诉您穿什
么衣服合适、是否需要带雨伞、适宜不
适宜户外活动等等。这就是所谓的“智
慧气象”。除此之外，“智慧气象”在生
产生活中还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它离
全面融入我们的生活还有多远？4月2
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骑行爱好者，顶风顺风
提前知晓

张先生是洛阳一名摩旅爱好者，最
近他添了一件新装备，可以戴在手上或
者挂在身上，实时监测气象数据。

“因为我们经常骑摩托车长途旅
行，以前出发前只看下不下雨，这是远
远不够的，风速、风向、温度、湿度、体感
温度、局地天气变化等因素都会对骑行
产生影响。尤其是长途行驶时，监测到
的气象数据会使骑乘安全和骑乘体验
得到保障和提升。”他说。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苏爱芳说：
“‘互联网+气象’的可穿戴设备，正是智
慧气象的一项重要内容。气象部门通过

对跑者需求的调研，提供定位气象预报，
增加跑者关心的侧风、顶风等预报内容，
预报的空间精度达到1公里，每10分钟
可更新一次，受到许多专业赛手的好评。”

现代农民，下接地气上
懂天气

“现在农民种田早就不再靠天吃饭

了！”平顶山鲁山县的种粮大户刘振江
说。

早在 2012年，李振江就订购了天
气预报信息。“这些信息太有用了，几
次收麦收稻子遇到的寒潮、大风等极
端天气，我都躲过去了。要不然一年
辛苦就是白费力气。”刘振江说，现在
气象局每天会通过短信、微信等方式
发布常规天气预报，以及春耕备耕、夏

收夏种等关键节点的预警预报，许多
种粮大户、农业合作社都与气象局建
立了长期联系。

刘振江很关注智慧气象的新发
展。“现在种粮、收粮都不能凭经验，更
不能盲目，早一天晚一天，收成可能就
不一样。智慧气象就是帮我们‘看天’
吃饭。”他说。

智慧气象将完全融入生活
苏爱芳介绍，手机气象 APP提供

的服务只是智慧气象的一部分。智慧
气象是通过对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
联、大数据、智能等新技术的深入应用，
依托于气象科学技术进步，使气象系统
成为一个具备自我感知、判断、分析、选
择、行动、创新和自适应能力的系统，让
气象业务、服务、管理活动全过程都充
满智慧。智慧气象的内涵包括智能的
感知、精准的预测、普惠的服务、科学的
管理、持续的创新五个方面。

省气象局专家认为，未来智慧气
象将融入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和人们
的衣食住行之中，促进气象数据的挖
掘与应用，基于气象的影响来做出生
产生活中的正确决策，以“互联网+气
象”改进生产、改善生活、改造传统产
业。②8

智慧气象，“看天”生活更时尚

图/王伟宾

本报讯（记者 陈慧 通讯员 马
春耀 路兴远）记者4月 2日从省农
信联社了解到，全省农信社（含农商
银行）各项贷款余额突破 7000 亿
元，稳居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首
位。其中，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
占比均居全国农信系统首位，我省
农村金融主力军地位更加凸显。

近年来，全省农信社坚持“资金
取之于当地、用之于当地”，大力支
持实体经济，主动对接广大城乡客
户的金融服务需求，积极推进普惠
金融建设，发展成为全省机构网点
最多、资金实力最强、服务范围最广
的地方性金融机构。截至2018年3
月末，全省农信社各项贷款余额
7098亿元，占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
贷款总额的六分之一。

唱好“ 支农调 ”，念好“ 小农
经”，全省农信社在“支农”“支小”
方面不遗余力。截至 2018 年 2月

末，全省农信社涉农贷款余额6240
亿元，较年初新增246亿元，占各项
贷款余额的比例达到88.53%；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 4548 亿元，较年初
新增 173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
比例达到64.53%。涉农贷款、小微
企业贷款占比均居全国农信系统
首位，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余
额均超过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份
额的三分之一。台前、中牟、新郑、
兰考、济源五家农商银行被中国银
行业协会评为全国百家支农支小
服务示范单位。

全省农信社大力推广“兰考经
验”“卢氏模式”，加大扶贫贷款投放
力度，勇挑金融扶贫重担。截至
2018年 2月末，已投放各类扶贫贷
款 13.71万户、余额 258亿元，惠及
贫困人口102万人。全省金融机构
投放的扶贫小额贷款，超七成来自
各级农信社。③6

本报讯（记者 杨凌）3月 30日，
记者从郑州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为给游客提供春
游好去处，郑州园博园将于 3月 31
日至 5 月 20 日举办首届花卉艺术
节、春季民俗文化节、首届甜品节等
春季系列文化活动。

3月31日至5月6日，郑州园博
园将举办以“一路花开到园博·各色
花香带回家”为主题的首届花卉艺
术节，打造出百花争艳的花海仙境。

3月 31日至 5月 20日，郑州园
博园将举办春季民俗文化节，包括国
学礼仪表演、盆景花卉展、楹联书法
展、历史影像展、才艺表演等。4月5

日至5月4日，以“传承记忆·不忘初
心——定格乡愁·老家河南”为主题
的历史影像展、以“赏园博书韵·传华
夏文明”为主题的楹联书法展、以“传
承华夏文明·贴近百姓生活”为主题
的盆景花卉展将在园区同期举办。

该园区还将推出首届风车艺术
节、糖果会等活动。每逢节假日或
周末，还会有充满异域风情的歌舞
表演。

据悉，该园区将启动郑州新郑
国际机场乘客优惠游园活动，3月
31日至5月 20日，持出发站或到达
站为新郑国际机场的机票购买园博
园门票仅需20元。③7

本报讯（记者 冯军福 通讯员 郑
贵铭）4月2日，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再
入大气层，完成历史使命绚烂谢幕。让
河南人自豪的是，由永达食品提供的河
南美食曾4次跟随神舟飞船遨游太空，
为航天员提供食品，让河南美味香飘

“天宫”。
“从‘神八’‘神九’，到‘神十’‘神十

一’，我们先后承担了93种航天食品的
研发生产工作，陆续推荐了47种地方特
色美食进入太空。这次重返地球的天
宫一号，我们全程参与了其与神舟飞船

的6次交会对接任务。”4月2日，河南永
达集团董事邸文阁自豪地对记者说。

航天食品的挑选极为严格，既要求
丰富的食品种类、科学的膳食结构，更
要求适应复杂的太空环境。航天员要
吃得营养健康，考验着航天食品供应商
的研发生产水平。

永达食品何以频频入选“天宫食
谱”？这与他们对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视
分不开。多年来，永达食品通过实施

“源头管理、标准生产、全程控制、质量
追溯”，全力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

业链模式，确保了产品质量和食品安
全，产品出口连续多年位列同行业中西
部第一、全国第二。

2016 年 4月，永达食品在承接到
为“神十一”研发生产航天食品的任务
后，迅速组织技术力量开展技术攻关和
工艺创新。最终，在“神十一”航天员的
食谱中，有19种佳肴来自永达食品，河
南美食再次香飘“天宫”。

永达食品技术中心主任徐清芬说：
“我们提供的‘神八’‘神九’‘神十’航天
食品主要是菜肴类产品，而在‘神十一’

和天宫二号交会对接任务中，我们除了
保留原有的7种系列菜肴外，还新增了
主食系列、休闲系列12种产品，深受航
天员喜欢！”

“通过对航天食品的研发，我们企
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大大提升。从2010
年和航天员中心合作以来，我们在做好
航天食品研发的同时，还积极响应国家
航天食品民用化号召，大力推进航天食
品技术的成果转化，让广大消费者在家
中就可吃上健康美味的‘天宫’美食！”永
达集团董事长冯永山说。③5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我女儿
每天下午4点就放学了，这个时间，
我工作正忙，根本没办法去接。孩
子上一年级时，就只好去校外的托
管班里继续学习。”早早就把孩子放
去托管，让许昌市民李璇歉疚不已。

学生放学早，家长下班晚，孩子
放学后谁来照顾？这个困扰许多家长
的难题，在许昌市有望得到解决。4
月2日，记者从许昌市教育局获悉，新
学期以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该市在市直中小学校开展免费课
后服务工作，受到家长的广泛欢迎。

据介绍，许昌市实施的中小学
课后服务工作，是学校利用管理、人
员、场地、资源等方面优势，在规定
课程教学之外开展的便民性服务。
课后服务时间一般为90分钟，放学
时间顺延，夏季为下午6时，冬季为
5时 30分。学生是否参加，由学生
和家长自愿选择。在实施过程中，
校方充分考虑学生多方面的需求，

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除安排学
生做作业外，还有自主阅读、体育、
艺术、科普活动，以及娱乐游戏、拓
展训练、开展社团及兴趣小组活动、
观看影片等。

许昌市教育局负责人介绍，课后
服务经费保障机制实行“财政出资、
属地管理”的原则，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的方式，对参与课后服务的教职
工、家长、特邀专家等给予补助。

2017年 12月25日至2018年 2
月5日，免费课后服务工作曾在许昌
市毓秀路小学进行试点，效果令人满
意。该校校长朱玲认为该项服务有
三大好处：一是安全，学生在校内开
展活动，并有老师辅导，环境安全；二
是专业，辅导人员是老师或者聘请的
其他专业人员，授课专业；三是多方
受益，不仅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
和生活习惯，而且可以将多年来提倡
的素质教育落到实处，学生受益、家
长受益、学校受益、社会受益。③3

本报讯（记者 郭戈 通讯员 王
风娇）4月 2日，第四届中国鹤壁樱
花文化节在该市新世纪广场开幕。

据悉，第四届中国鹤壁樱花文化
节是省文化厅“百城百场”系列广场
文化活动之一。每年4月，鹤壁市淇
滨区华夏南路沿线的5万余株樱花
竞相开放，昭君、貂蝉、慕青等40多
个樱花品种让人大饱眼福。2016
年，该道路被中国樱花产业协会命名
为“中国最美樱花大道”，鹤壁樱花文

化节也成为河南著名花会之一。
鹤壁市樱花文化产业协会有关

负责人介绍，本届樱花文化节的群
众参与性和体验性相较往届更强，
游客在畅游花海的同时，还可以通
过现场 3D 球幕观看包含樱花、仙
鹤、诗经等元素的主题影片。同时，
樱花创意集市、炫彩创意灯光景观、
樱花及山水风光摄影展等 18项形
式多样、精彩纷呈的文艺活动将陆
续举行。③4

全省农信社贷款突破7000亿

推迟90分钟放学 家长学生各得其所

许昌免费课后服务受欢迎

郑州园博园可看民俗表演

春游好去处

鹤壁樱花文化节开幕

河南美食频频入选“天宫食谱”

4月2日，河南农业大学在校园内开展以樱花为主题的春日文化活动。同学们在盛开的樱花树下演奏提琴，展示了自然与艺术的美妙结合。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4月 1日，汝阳县柏树乡枣林村，村民在察看红薯苗长势情况。近年
来，该乡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优质红薯，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加快了群众
的脱贫致富步伐。⑨6 康红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