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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情预报”值得点赞
“大部分地区蚊子正常，局部蚊子多”。这是干

啥，咋有点像天气预报？对了，这就是天气预报新增

的一个内容。7 月 4 日，江苏省气象服务中心联合中

国天气网，在全国首次推出基于位置的全国“蚊子出

没”预报正式上线。蚊子多不多，看看天气预报就知

道。（见7月5日《扬子晚报》）
炎炎夏日，最让人烦恼的莫过于蚊子“嗡嗡嗡”

地在耳边吵个不停，一不留神，还给你送几个“大红

包”。晚上出门锻炼要不要先喷个花露水？出门旅

游要不要备好驱蚊产品？这些很多老百姓还真的不

知道该如何准备，如今只要看看天气预报就一目了

然，“蚊情预报”，让天气预报服务实现精细化，这无

疑是服务理念的一大进步。

受此启发，笔者以为天气预报可以实现更加人性

化的服务延伸。比如，夏季的时候经常暴雨倾盆，导致

路面积水，为了确保交通安全，是不是也可以开展“积

水路段预报”“危险路段预报”“涵洞积水预报”？时代

在进步，天气预报也需要创新，需要多些“崭新面孔”。

“蚊情预报”，值得借鉴、值得点赞!1 （郭元鹏）

□冯海宁

如果父母生病，你会陪他们去看病么？近日，

2 万网友参与了名为“空巢父母看病”的网络调研，

调研结果显示：父母生病时，有七成是自己去医

院；二成不去医院，在家“硬扛”；仅有一成会在子

女的陪伴下前去看病。（见7月4日《新民晚报》）
2015年一份权威报告显示，全国 60岁以上老年

人口超过2亿，空巢老人突破1亿。显然，“看病难”是

空巢老人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由于生病时子女没在

身边，这些老人要么自己上医院看病，要么有病“硬

扛”。这显然不利于老人就医和身心健康，亟待改变。

目前大多数医院挂号、检查、缴费、取药等环节

已实现网络化、电子化，不是每位老人都能适应。

在这种情况下，子女为父母进行远程挂号和缴费就

成为一种选项，调研显示已有约 10%的用户正在尝

试借助支付宝等网络工具，帮父母解决就医难题。

推广医保移动支付，既需要网络工具，也需要

医保部门、医疗机构积极配合。据不完全统计，目

前全国支持为父母用支付宝等网络方式挂号的医

院超过 1000家。2016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

为 983394个，可见医保移动支付还有巨大空间。

解决空巢父母就医难，除借助网络工具外，还

需要家庭医生及转诊制度助力。数据显示，全国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 5亿人，但“签而不约”比较

突出。所以，不能盲目追求家庭医生的签约数字，

还要着力破解“签而不约”。尤其是空巢老人，既

要作为推广家庭医生服务的重点人群，也应该作

为有效破解“签而不约”现象的突破点。

同时，完善基层首诊机制和社区医疗服务，让空

巢父母在家门口看病，不上大医院，有助于缓解他们

看病难。此外，近两年出现的“共享医生”“共享护

士”，对于行动不便的空巢父母来说，可带来极大的就

医便利，但提供上门服务的共享医护还有待于规范。

我们还要意识到，空巢父母生病后最需要儿女陪

伴，这是其他服务代替不了的。目前部分地方已立法

明确了独生子女护理假，即老人住院治疗期间子女亲

自护理。但还不是全国性立法，落地情况也有待观察。

鉴于我国空巢老人数量众多，原因较为复杂，

看病难又是最突出的问题之一，笔者以为，不妨针

对空巢老人就医问题专门开出综合“药方”，在综

合“药方”中，既要有技术性的“解药”，如远程挂

号、医保移动支付等，也要有制度性的“解药”，如

完善基层首诊、家庭医生及转诊、子女护理假等。

只有多措并举，才能最大程度化解空巢老人就医

难问题，让银发社会充满更多欢乐祥和。5

“空巢父母就医难”还需综合药方

据7月 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近日石家庄一些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在
执行“幼升小”政策时要求：父母和孩子的户口必须在一处才能上片区内学校，
否则只能接受调剂。一些夫妻二人中有一方户口不在片区内的，为了孩子能
在片区内入学，竟然去办了离婚手续。5 图/王铎

分析时局
点评世事

微信扫一扫
更多精彩等着您

今天，如何争做出彩河南人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出彩也是奋
斗出来的！奋力为家乡及所爱
的人努力奋斗，创造希望、实现
梦想，才能在争做出彩河南人的
征途中一往无前。

“出彩也是奋斗出来的！”
□刘柯真

几年前，我还是追梦在上海的“海漂”，当

了解到家乡有个保税物流园区，就急切地想

回来，懵懵懂懂便投身于中原大地跨境电子

商务发展浪潮。短短三年多时间，郑州的变

化令人惊叹！从相对偏僻的经开区到现在繁

花似锦的经开综合保税区、河南自贸区和郑

州跨境电商综试区，河南保税物流中心的发

展，带动了周边各个行业的蓬勃成长，扩大了

河南对外开放的窗口，刷新了河南在世界贸

易领域的地位，作为一名一线员工，我内心的

荣誉感油然而生！

河南这片发展热土孕育了保税集团，跨

境电商也成为中原更加出彩的亮丽名片。作

为一名普通员工，也随着河南的出彩、集团的

出彩而充实着人生。我深切地感受到，只有

中原更加出彩、保税事业更加出彩，才有个人

的出彩。

和保税物流中心的缘分，从一个巨大的

“坑”开始——中大门直购体验中心火热的施

工现场，令上班第一天的我激情澎湃。从那

天起我便投入到建设大军中，拼在一线为中

大门线上商城上线做设计稿件。入住中大门

的商户及店下商品，我们都需要一一设计宣

传介绍页面，进行上传发布。第一批商户和

商品需要设计的稿件有一万多件，第一批还

没完成，第二、三批已经到货，如同嗷嗷待哺

的雏鹰，通过我们的设计飞翔在互联网的天

空。那时的内心，只想着设计稿、商品，一次

次的锻炼中不知不觉用完了电脑的所有内

存，一件件作品记录着我清晰可见的成长。

缘分当然不止于此，随着集团的发展，个

人成长的空间也在快速打开。入职不久就赶

上郑州 E 贸易验收，我立即投入验收材料的

设计美化工作中，更幸运的是参与了李克强

总理调研保税汇报材料的设计工作。在此之

后，作为河南保税团队中的一员，我参与设计

了几乎所有河南保税创新成果的汇报准备，

每一次的任务都是我成长中的一个大阶梯，

很难攀登，但登上了就是巨大的成长。天下

之事，闻者不如见者知之为详，见者不如居者

知之为尽。更幸运的是我还拥有一帮好战

友，我们一同奋战到天亮，半夜没有思路，我

们相视一笑互相鼓劲，了解彼此内心动力的

源泉，是对方！是对方的奉献精神感染了自

己。河南保税就是有这么一帮人，传承着保

税精神！

过去的几年我们“压力山大”，但我们是

幸福的，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号角引导着我们

前进，一次次创新使保税区出彩于世界。幸

福是奋斗出来的，出彩也是奋斗出来的！作

为一名河南保税人，奋力为家乡及所爱的人

努力奋斗，为保税事业奋斗，创造希望、实现

梦想，才能在“争做出彩河南人”的征途中一

往无前。5
（作者系河南省进口物资公共保税中心

集团有限公司员工）

7 月 3 日 16 时左右，有市民在四川省宜宾市翠

屏区盐坪坝长江大桥工地附近的长江边，捕获一条

体长约 20 厘米的小鳄鱼。经宜宾市翠屏区畜牧水

产局渔政管理站技术人员检查分析，认为该鳄鱼为

“放生”鳄，系长江水系外来物种湾鳄。该鳄鱼可以

长到 7 米长，不仅对自然生态造成破坏，还会威胁人

类安全。（见7月5日《成都商报》）
当下，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已成为一

种社会共识。从这点来看，有“放生客”放生小鳄鱼，

也是一种善举。问题是，由于其“放生”选址不当，将

外来物种湾鳄“放生”于长江，不仅对湾鳄生存不利，

而且会对自然生态造成破坏，更会威胁人类安全。

可以说，将湾鳄“放生”于长江，是一种野蛮“放生”行

为。野蛮“放生”有违生态保护初衷。若想保护好野

生动物，必须熟悉和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不要盲目

“放生”，避免给动物和生态带来次生灾害。当然，如

果能够真正停止对野生动物的捕猎、圈养，甚至杀

戮，人们也就无需用“放生”来保护野生动物了，这也

是我们需要长期努力做的事。5 （张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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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财政部关于引导企业科学规范选
择会计师事务所的指导意见》（财会〔2011〕15号）和《河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我省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实
施意见》（豫政〔2010〕44号）精神，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
量，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公平有序竞争，根据河南省
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印发河南省会计师事务所分类评

价暂行办法的通知》(豫会协〔2018〕9号)的有关规定，河
南省注协对 2018 年全省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分类评
价,现将全省A类、B类会计师事务所分类评价信息予以
发布（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分类评价信息见省注协网站）。

根据《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引导企业科学规范选择会
计师事务所的指导意见》（豫财会〔2011〕38号）的要求，

大中型企业应当选择与自身规模、行业地位和社会影响
相适应的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相关服务；小型企业
原则上选择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相关服务，也可以选
择符合其业务需求的其他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相关服
务。大中型企业选择与自身规模、行业地位和社会影响
明显不相匹配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服务的，财政部门将

按照有关规定对该企业及承接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进
行重点监管。

特此通告。
附件：2018年河南省A类、B类会计师事务所分类

评价信息
2018年7月4日

河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发布
《2018年河南省A类、B类会计师事务所分类评价信息》的通告

2018年河南省A类、B类会计师事务所分类评价信息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郑州分所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河南分所
河南四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普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河南精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远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世纪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求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河南省光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立信兴豫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汇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河南华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信则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河南恒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河南中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博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中财德普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华凯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瑞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正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凯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德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华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分所
河南鑫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明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新乡巨中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平顶山市明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中建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弘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同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新时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河南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河南天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洛阳敬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联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河南华颍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永祥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郑州分所
洛阳天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德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博思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洛阳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大汇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林州太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新华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周普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诚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正则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豫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国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河南九洲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盛元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盛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华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海纽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智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立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金奕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省文祥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谊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大昌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君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光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誉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正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安阳相州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中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河南豫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盛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大思为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洛阳市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申鑫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港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富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华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硕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金毅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洛阳明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四和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信阳市宏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中兴信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邦威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汇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博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豫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鸿德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丰合强林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众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欧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华必信经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南阳泰诺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鹤壁天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天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分所
河南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大梁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科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豫和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恒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惠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融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百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勤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信阳万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生茂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许昌博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省昶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大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万隆兴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海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华勤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诚德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南阳财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南阳中科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郑州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宏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天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潢川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新阳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日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首席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州分所
南阳市正方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赫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漯河慧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现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洛阳泰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瑞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安阳华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洛阳德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永大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北京中路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分公司
河南汇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平顶山华英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郑州众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中发（河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建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分所
河南凯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安阳方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天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新乡市鑫平原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省宋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众智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天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三门峡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鼎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勤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淅川天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强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君广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安嘉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普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正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南阳市中实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豫祥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南阳中州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江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金阳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誉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天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鼎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豫鼎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豫恒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宏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唐河仁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中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路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金豫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南阳方圆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南阳裕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正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洛阳万福顺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捷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万汇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至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永诺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河南立兴会计师事务所

二、B类会计师事务所（能够为大中
型企事业单位提供专业服务的中型会计
师事务所）

一、A类会计师事务所（能够为大型
企事业单位提供审计、咨询等综合服务的
大型会计师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