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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凌）近日，记者
从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获悉，
宇通客车“相约宇通放飞梦想”2020
金秋助学项目已开始接受报名。

据悉，今年宇通公司将面向全
省公开征集百名贫困大学新生，每

人资助标准为 5000 元，
品学兼优的特困

生还可额外提供部分生活补助。
报名主要采取他人推荐的方式，报名者需

有其他推荐人证明，推荐人可以是邻居、老师、
朋友及其他了解被推荐人情况的人及机构。受
资助学生的主要条件有：凡家庭经济困难，无力
支付学费或无基本生活保障，在今年统一高考
中，本科一批、二批录取的大学生，都属于资助
对象，但其中不含免学费专业，原则上不与其他
公益活动重复资助同一名学子。品学兼优的残
疾学生、低保家庭子女及有其他受灾、大病等困

难情况家庭的子女优先。报名电话：
0371-66718488。③9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郭歌）8月 6日，记者从洛阳市
卫健委获悉，洛阳居民电子健康卡已覆盖26家二级以上公
立医院和 1家民营医院。去这些医院看病，只需有居民电
子健康卡，就可以跟诊疗卡说“再见”了。

居民电子健康卡是以二维码形式保存在手机里的电
子卡，可在手机上实现挂号、交费、诊疗、检验检查、取药、
打印报告等全流程操作。

在嵩县人民医院，带母亲来看病的王敏告诉记者，前
不久居民电子健康卡在该院上线后，她第一时间尝试注册
了一张，“带老人看病也能用，在手机上选择‘就诊人管
理’，按照要求填好信息，看病特别方便”。

在洛阳市中医院，前来看病的市民刘燕由于没带身份
证，担心办不了该院的诊疗卡。得知该院可以用居民电子健
康卡后，她拿出手机直接挂了号：“上个月在洛阳市妇幼保健
院办了居民电子健康卡，没想到还可以跨医院使用，这下挂
号、交费都不用排队了，还能预约未来5天的医生号源。”

洛阳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解决医疗卫生机构
“一院一卡、互不通用”的堵点问题，今年，洛阳市将扩大
就医“一卡（码）通用”覆
盖面继续纳入重点民生
实事。目前，洛阳市 29
家二级以上公立医院
均已实现身份证和社
保卡挂号、交费、查询
功能，27家医院已上线
居民电子健康卡，实现
了预约挂号、交费、查
询 等 医 疗 服 务“ 一 卡
（码）通用”。③6

□本报记者 王平

早晨一杯牛奶、一个三明治；中午一盘蔬菜沙拉、一杯
鲜榨果汁；晚上一个苹果、一杯酸奶或者不吃东西……近年
来，像这样的轻食用餐在年轻人中渐成时尚。但其实，轻食
的正确定义大多数人并不真正了解。健康轻食，一些误区
和风险不可轻视。

“现代轻食，更多的是指低能量、低脂肪、高纤维、制作简
单、原汁原味、健康营养的食物。其烹调方法也是有讲究的，
即多采用生食、蒸、焯、烤等方法，避免油煎、油炸和爆炒，以
更好地保持食物中的健康成分，减少其中的脂肪含量。”8月
6日，省疾控中心公共卫生研究所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室专
家说。

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轻食用餐存在两种误区——轻
食是节食，把轻食和减肥餐混为一谈；轻食就是不吃肉、不吃
主食，只吃蔬菜和水果，和素食主义完全等同。“这两种误解
使得沙拉成为高居榜首的轻食选择，甚至成了很多年轻人的
正餐。”专家表示，沙拉是轻食的一种重要呈现方式，但轻食
不一定都是沙拉，低脂肪高蛋白的肉类，五谷杂粮，干果、酸
奶、水果等零食都可以算是轻食。“所有符合均衡、自然、健康
理念的饮食其实都属于轻食。轻食并不意味着节食。”

那么，轻食该如何健康地吃起来呢？《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倡导的基本原则就是轻食最好的指导原则。例如，食物
多样，谷类为主，粗细搭配；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强调每日
饮食富含膳食纤维；常吃适量的鱼、禽、蛋和瘦肉，强调每日
食入优质蛋白；三餐分配要合理，零食要适当，强调在无负
担、无压力、身心放松下去享受食物等。

另外，轻食也存在不少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在制作沙
拉时，拌入的生鱼片、生牛肉、奶酪块、蔬果以及煮熟切开
后放置一段时间的鸡蛋等，其实这些食物都带有细菌。
除了这些，切菜、装盘时的菜刀、菜板、餐盘以及工作人员
的手和衣服等，都是细菌污染来源。“如果用餐时间过长，
进食过程中细菌病毒就有了繁殖的机会，从而容易引发
食物中毒。”专家建议，沙拉制作完成后应及时食用，避免
放置时间过长；可搭配酸醋汁与沙拉一并食用。轻食适
合大部分人群，尤其适合“三高”、癌症等疾病患者以及健
身人群。③6

“码”上就诊 求医不“卡”

洛阳27家医院上线电子健康卡

科学尚轻食 营养又健康

每人可资助5000元

这里的“金秋助学”报名了

8月6日，小学生在许昌市许都广场表演篮球操。⑨3 牛书培 摄

特殊暑假特殊暑假
成长不断档成长不断档

□本报记者 周晓荷

8月 6日，天上飘着细雨，郑州经开区实验小
学三五班宋一诺早早来到省地质博物馆，“前段时
间，老师让我们看‘天问一号’发射的直播，还给我
们讲了生命的起源，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想来这
儿的地球厅、恐龙厅看看。”他说。

自 7月上旬我省中小学生陆续开启暑期生活
至今，假期已经过半。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
下，孩子们虽不能像往年一样外出远游，暑期生
活却一如既往充实、快乐。

8月 4日，开封市一师附小的足球小将们又聚在了绿茵
场，开展常规训练。带球、传球、射门……笑声、加油声、击掌
声飘荡在运动场上空。

告别了繁忙的功课，暑期的第一主题就是“放肆玩”。
进入暑假，各地运动场馆、影剧院里，出现了越来越多孩子
们的身影。“玩儿是孩子的天性，我们一家几乎每天都来足
球公园玩儿，看看风景、踢会儿球，让孩子的暑假更健康、更
快乐。”家住郑州北龙湖的学生家长李青说。

放肆玩也要认真学，在家的学习是“全家总动员”。省实
验学校郑东小学学生王忆宁就在自家客厅里举办了一场“中
华上下五千年”读书会，和妈妈一起阅读《炎帝和黄帝》等历史
故事。这样的亲子共读既增长了知识，又拉近了亲子关系。

往年暑假，学生是长途旅游的“主力”；今年，大多数家
长、学生选择在家门口走走看看。

郑州经开区外国语学校组建了12支社会实践小分队，前
往河南博物院、省地质博物馆、中原英烈纪念馆、黄河湿地公
园等地，了解家乡历史文化，感受中原发展。“以前总是去外
地旅游，今年在家乡的景区参观，才意识到我们河南原来这
么棒，感觉作为河南人特别骄傲。”七三班学生张博轩说。

今年，很多景区、博物馆开放了“云”端游，丰富着孩子们
的暑期生活，也为一些学校开展暑期实践活动带来了灵感。
郑州市纬五路二小在暑期开设抖音课堂，第一期《走进博物
院》中，张洺菡、王孜好等四名学生作为小主播来到河南博物
院，为网络另一端的同学们开启了一趟“文物寻宝之旅”。

“这个暑假，孩子不爱睡懒觉了，主动帮我做家务了，学
习主动性也提升了。”学生家长张鑫观察到的孩子的变
化，得到了她周围家长的赞同。经历了特殊战“疫”，
孩子们悄然成长着。

暑假期间，濮阳市实验小学“小叮咚”志愿服
务队的孩子们走上街头。一年级的“小豆丁”在
公园唱响《我是文明小叮咚》志愿服务儿歌，展示
义卖自己的手工创意作品；二年级的小朋友在广场开展预防
近视保护眼睛宣传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预防近视知
识；三年级的学生把准备好的早餐送到环卫工人手中……孩
子们在传递爱的过程中，也收获了温暖和力量。

郑州经开区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走进驻郑州某部队，观看
官兵列队、操练，并跟他们心中的英雄交流。“这些被子叠得
这么整齐，太不可思议啦!”“我们应该向军人叔叔学习，从小
锻炼，长大成为祖国的栋梁!”参观过程中孩子们感慨。③5

下一步，洛阳市将进一
步完善居民电子健康卡的支
付功能，争取尽早实现医保
在线支付，在线问诊功能也
将 于 近 期 在“ 健 康 洛 阳”
APP上线，届时居民可足不
出户在家与三级医院的专家
进行视频对话。

88 月月 55 日日，，孩子们在洛孩子们在洛
宁县新教育实验学校进行足宁县新教育实验学校进行足
球基础训练球基础训练。。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暑假期间，中牟县姚家镇的志愿者在为孩子们
上课（8月6日摄）。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百日会战 出彩仰韶”系列报道之一

□申明贵

为了“对冲”疫情的不利影响，备
战即将到来的“中秋旺季”，仰韶酒业
精心谋划的市场深耕大戏，如今正在
中原市场上精彩上演。尤其是在郑州
战略核心市场，郑州彩陶坊销售中心
通过营销服务精细化、市场渠道开
拓，搞创新、提服务、辟渠道、抢市场，
扛起市场深耕的大旗。

拓新渠道、强强联合、深化合作——
任务不变、目标不变，扛起

市场深耕大旗

8月 5日，引人关注的仰韶酒业丹
尼斯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郑州市天
鹅城酒店盛大举行。经过几个月的深
度沟通，“豫酒领军品牌”仰韶酒业与

“商业巨无霸”丹尼斯，终于实现了战
略联手，这也是仰韶酒业近期在市场
渠道深耕方面的最大斩获之一，对其
接下来的渠道开拓、市场深耕，势必会
产生巨大的联动效应。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早在疫
情期间，面对去年确定的2020年营收
目标，仰韶酒业就横下一条心，坚持任
务不变、目标不变，并为此进行了精心
谋划、布局。经过几个月积极运作后，
在郑州市场的核心渠道、大客户开拓

上，郑州彩陶坊销售中心开始发力。
7月 15日，郑州彩陶坊金水西路

办事处核心客户座谈交流会在湖南印
象惊艳开启，正式拉开了郑州战略核
心市场深耕的帷幕。借助核心客户座
谈交流会这种形式，仰韶酒业与深度
合作的渠道商、烟酒店、核心客户们以
及社会各界的消费者代表，在品陶香
美酒的同时，碰思路、找办法、提服务、
促合作……双方情感上更加亲近，更
有信任感，合作上更加抱团，形成事业
合作的共同体。

让仰韶酒业惊喜的是，精心筹备
的座谈交流会上，除了长期合作的渠
道商、烟酒店、核心客户外，还增加了
很多陌生的面孔，陌生的合作伙伴——
他们都是仰韶酒业市场一线团队通过
各种温情方式，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一
个一个争取过来的，除了渠道商、烟酒
商，还有一些新的投资客户、企业代表
及其他潜在客户。

有了郑州彩陶坊金水西路办事处
的成功经验，随后郑州彩陶坊销售中心
旗下的五个分公司，均通过这种座谈交
流会的方式，在市场深耕上开始了奔
跑，郑州彩陶坊航空港区办事处在沃金
大酒店、东风路办事处在豫湘情大酒
店、南三环办事处在特味村、北环办事
处在花溪园酒店……以平均每天近 4
场的速度在郑州掀起了“彩陶风”。

截至目前，郑州市场上，约有近
20000名渠道商、经销商、核心客户及
其他社会各界的代表，倾情参与了仰
韶酒业精心策划的座谈交流会，通过
品酒、抽奖、话友谊、谈合作等形式，拉
近了彼此心与心的距离，为今后的紧
密合作增加了情感连接。

勇创新、强服务、抢市场——
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塑造

豫酒振兴新榜样

2020 年，对仰韶酒业而言，是实
现产业理想的关键一年。按照规划，要

进一步加强原有市场渠道的联谊交流，
深化合作关系，真正建立合作共赢的事
业共同体，通过一切有效的方式，让合
作伙伴认识到与仰韶酒业深度合作能
共赢、有前途。

首先，加强与盛林商贸、省副食、
丹尼斯、金辉云酒货仓、酒客来、京东
酒世界等核心渠道的战略沟通，与他
们真正实现抱团征战市场，建立更深
入的合作共赢关系。

其二，因疫情对大多数渠道商、经
销商造成了直接影响，患难中才见真
情，通过营销服务精细化创新，整合一
切能借助的资源以及各种有效的方

式，帮渠道商、经销商等合作伙伴去库
存，在市场营销上为他们排忧解难。

其三，以市场为导向，对仰韶酒业
的营销服务进行精细化创新，凡是不
利于营销的，必须摒弃掉，或进行创新
改进，从营销服务的制度、机制上提升
营销系统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
从而提升营销工作的战斗力。

比如，之前对营销的考核标准是
只看结果，精细化创新后不仅看销售结
果也要看销售过程。在与经销商合作
过程中，实施一对一的深入沟通，一对
一的带情感精细化服务，找问题，提方
向，给解决方案，尽己所能帮助客户。

其四，诚信是合作的基础，也是前
提。在市场开拓的过程中，坚守仰韶酒业
的诚信战略，杜绝一切违背信用的行为。

营销团队在与广大渠道商、经销
商、核心客户的合作中，始终要坚守诚
信，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只要承诺的，
定按时兑现，与合作伙伴建立以情感
为连接的新时代共赢合作关系。

事实上，维护好原有的渠道还远远
不够，因疫情影响，几乎所有的渠道商、
烟酒店营收上都受到了极大影响，其
2020 年的营收面临极大的考验和挑
战。所以，仰韶酒业要想在 20亿元营
收基础上，寻求更大的突破，必须在拓
展新渠道、发展新客户上，争取更大的
市场突破。为了达成目标，按照仰韶

酒业开出的“方子”，郑州彩陶坊销售
中心带领市场营销团队，在市场上积
极找问题、访专家、寻对策、找出路。

首先，想尽一切办法、借助各种社
会关系，加快与新的终端零售渠道商
进行对接，按照合作共赢的原则，建立
高效的深度合作关系。

其次，仰韶酒业的所有市场，尤其
是郑州战略核心市场，动员各个县区办
事处对所有成熟小区、高端小区开拓发
展新的专卖店、便利店、烟酒店，与之进
行高质量的共赢合作。

其三，联系社会各界的消费者代
表，以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与各个行
业里的“隐形冠军”进行对接，发掘高质
量核心客户并建立深度合作。

其四，以京东酒世界为依托，大力
开拓线上渠道招商，优化资源配置，在
发掘线上渠道品牌推广功能的同时，
争取线上营收实现较大的突破。

最后，借助消费场景，以体验式营
销的方式推广酒水销售，同时，针对一
些特殊消费场景，以有温度的营销方
式，与广大消费者、潜在消费者产生情
感共鸣，寻找新的增长点。

如今，中秋黄金旺季越来越近，仰
韶酒业的营销团队正俯下身子，沉下心
来，通过高强度的市场渠道开拓竞赛，
为冲刺旺季销售和完成年度目标打下
了坚实基础。

8月5日，仰韶酒业与丹尼斯集团在郑州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勇创新 强服务 拓渠道 抢市场

仰韶酒业借“营销精细化创新”致力酒业市场深耕
——郑州彩陶坊中心深耕市场纪实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8 月 6 日，记者获
悉，郑州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就进一步做好中小
学生课后服务工作下发通知，明确课后延时服
务时间、服务内容、保障措施等。

根据相关文件精神，郑州将以提供课后
托管服务为基本内容，以学校丰富多彩的课
外活动为补充，积极稳妥推进中小学生课后
服务工作，实现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
服务全覆盖。

文件明确，课后服务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18:00；主要安排学生做作业、自主阅读、体育、

艺术、科普活动、娱乐游戏等。课后服务要确
保不增加学业负担，工作任务主要由在职教
师、退休教师担任，鼓励家长自愿参与。

文件还明确，学生是否参加课后服务由家
长自愿选择，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参加；
实施课后服务免费托管，严禁以课后服务名义
乱收费，各县（市、区）、开发区要设立专项经
费，对学校开展课后服务提供经费支持，对承
担课后服务的教职工给予适当的劳务补助。
各县（市、区）、开发区还要建立健全安全管理
制度，确保学生人身安全。③3

郑州：设置专项经费支持课后免费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