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冯军福）9 月 10
日，郑州市教育局发布 2021年秋季
学期开学返校公告，各级各类学校
从9月16日起陆续开学。

经郑州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
公室同意、河南省教育厅疫情防控
工作专班审核并报省疫情防控指挥
部办公室批准，郑州市对 2021年秋
季学期各级各类学校开学返校时间
作出安排：9月 16日，普通高中三年
级、初中三年级开学返校。9月 18
日，普通高中高一年级、高二年级，

初一年级、初二年级开学返校。9月
19 日，小学二至六年级开学返校。
9月 27日，小学一年级、幼儿园和特
殊教育学校开学（入园）返校。

校外培训机构在中小学幼儿园
全面返校开学后，按照疫情防控常
态化和安全工作的具体规定，依据
国家“双减”工作要求，经属地验收
合格后，恢复线下培训。驻郑高校、
中职中专开学返校时间，按照河南
省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专班有关
要求执行。③5

郑州中小学9月16日起陆续开学

本报讯（记者 谢建晓 李旭兵）
9月 10日，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
2021“出彩安阳金秋惠游”文化旅游
季新闻发布会上，安阳市正式启动
金秋旅游惠民活动并宣布：第十三
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定于10
月 29日开幕，届时将举办19场丰富
活动。

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已连
续 4年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中国
体育旅游精品赛事”。本届旅游节
将以“飞”会友——安排有连续 4天
的特技飞行表演，以及林虑山滑翔
伞公开赛和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
安阳市赛暨安阳市青少年航模大
赛；以“展”会友——安排有安阳低

空空域改革拓展高峰论坛，以及飞
行器静态展、无人机博览会、青少年
航空科普馆体验等；以“文”会友
——安排有国潮文化旅游嘉年华、
秋季大型车展、滑县运河文化节活
动，以及民族器乐大赛、战鼓大赛、
全国乒乓球邀请赛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以“商”会友——包括商务考察
和项目签约等。

此外，安阳市还宣布了旅游优
惠政策：9月 30日前对来安游客实
行景区门票半价；今年年底前，继续
对全国医务工作者实行免门票；红
旗渠、太行大峡谷和淇淅万泉等景
区对曾支援河南的全国应急救援组
织免票。③7

10月到安阳看特技飞行表演

本报讯（记者 黄晖 李悦）冠军
毫无悬念。9月 10日下午，在第十
四届全运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女子团
体竞速赛决赛中，刚刚在东京奥运
会上夺得女子团体竞速赛冠军并打
破世界纪录、奥运会纪录的鲍珊菊、
钟天使，携手奥运会该项目替补、河
南选手郭裕芳夺得金牌。

第十四届全运会场地自行车项
目比赛于 9 月 10 日—14 日在洛阳
市体育中心自行车馆举行。在当天
上午率先进行的资格赛中，鲍珊菊
搭档郭裕芳率先出场，以 32秒 582
的成绩位列第一。稍后进行的半决
赛中，鲍珊菊携手钟天使以 32 秒
096 的成绩晋级决战。金牌战中，
郭裕芳担纲第一棒搭档钟天使出

战，俩人以 32秒 438的成绩战胜江
苏队夺得冠军。这是全运会自行车
赛场产生的首枚金牌，也是本届全
运会河南军团在竞技体育项目上获
得的首枚金牌。

赛后，河南省自行车队场地自
行车短组主教练、国家自行车队教
练员高亚辉告诉记者，决赛之所以
没上鲍珊菊，是因为她还要冲击 11
日的女子250米原地启动计时赛。

鲍珊菊、郭裕芳两位河南姑娘不
仅都是洛阳人，也是长期搭档，曾一
起参加上届全运会，近两年并肩驰骋
国内赛场，并一起出征东京奥运会。
对于她们接下来的比赛任务，高亚辉
挺有信心：“奥运会历练过了，相信全
运会她们会走得更好。”③7

第十四届全运会场地自行车比赛

鲍珊菊携队友摘首金

鲍珊菊（右）和队友郭裕芳在领奖台上。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讯（记者 刘晓阳）9 月 9
日，记者从省林业局获悉，黄河流域
林木育种创新中心项目合作协议签
约仪式日前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举行。

据悉，创新中心将充分依托航
空港实验区优势，打造成为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
重要林草种苗材料的支撑基地、黄
河流域乡土树种国家林木种质资源
库、我国中部地区林业碳汇计量监
测与交易中心、世界珍稀植物资源
收集展示与科普教育基地，为我国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科技支撑。
黄河流域林木育种创新中心选

址位于郑州航空港实验区西北部，
洪泽湖大道与锦程大道交叉口处，
占地面积 500 亩，由河南省林业科
学研究院承建与管理。

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黄
河流域林木育种创新中心项目是坚
持省委省政府“项目为王”鲜明导向
的重要体现。该创新中心的建立，
将进一步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共促
绿色低碳发展，推动我省生态建设
和林业高质量发展。③9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近日，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重点工程——修武
大河锦华酒店主体结构封顶，标志
着报业集团多元发展拓展了新的空
间，文旅融合事业发展迈上了新的
台阶，为报业集团进军康养产业、拉
长产业链条，转型升级、结构优化提
供了新的路径。

焦作是郑洛“双圈”联动优先
发展区，发展潜力巨大；修武历史
底蕴厚重、旅游资源丰富。结合修
武的山水资源、“长寿之乡”、宜业
宜居等天然优势，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决定在修武建设文旅综合体项

目，在满足高档居住功能性建筑的
基础上，突出康养特色，着重建设
集康养医疗、文化创意和居住为一
体的文旅综合体，项目总占地面积
163亩。

修武文旅综合体项目分两期进
行。修武大河锦华酒店为一期工
程，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河
南大河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具体
投资运营，此项目也是该公司继大
河锦江饭店、大河锦悦酒店、大河国
际饭店、大河商务酒店、开封大河锦
悦城等酒店项目之后，全新打造的
又一标志性力作。③7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修武大河锦华酒店封顶

黄河流域林木育种创新中心
落户郑州航空港区

相关新闻新闻发布厅

□本报记者 孙静

为加快推动灾后消费市场回暖，帮
助受灾地区和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
于切实做好灾后促消费工作的通知》。
此次促消费工作将侧重于哪些领域？
采取何种举措？9月 10日，省政府新闻
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进行解读。

围绕汽车等重点领域
提振消费

省商务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高翔
介绍，此次促消费活动将重点在省辖市
开展，政策措施向受灾地区倾斜。具体
聚焦汽车、成品油等 7个重点消费领域
开展。

一是支持汽车报废更新。对因水
灾报废的车辆，同时在省内购置新车并
取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在原车注销
地完成注册登记上牌手续的，按照报废
车辆行驶年限给予消费者差异化补
贴。二是鼓励汽车消费。对 2021年 9
月 1日至 12月 31日在我省购买新乘用
车的，按照购车发票价格向消费者发放
差异化补贴。三是扩大成品油消费。
支持各地联合成品油行业龙头企业开
展促销活动。同时持续开展成品油流
通市场专项整治。四是推动家电家居
消费升级。支持各地结合实际开展家
电家居产品下乡、以旧换新活动，筹措
财政资金发放家电家居领域消费券。

五是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对景区、星级
酒店、旅行社、民宿等旅游经营单位和
影剧院、文创店、特色文化街区等文化
娱乐场所发放专项消费券。六是支持
文旅企业复工复产。支持 A 级旅游景
区、重点文旅企业在2021年 10月 10日
至 12月 31日期间，根据实际情况开展
门票减免活动。对以上单位因复工复
产发生的银行贷款利息给予一定比例
的贴息。七是提振零售餐饮消费。鼓
励和支持各地开展各类促销活动。鼓
励服务行业夜间延时服务，支持发放餐
饮消费券，有序开展夜间特定街区外摆
试点，大力发展夜间消费。

省财政对各类促消费活动
进行补贴

省财政厅副厅长李新建介绍，省财
政将全力支持灾后促消费活动。针对
汽车消费，对各地促进汽车消费的财政
资金，省财政按50%比例分担。尤其加
大对购买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力度。针
对家电家居、餐饮消费、文化旅游领域
专项消费券，对各地实际核销的财政资
金，省财政给予20%的奖补。针对文旅
企业复工复产，省与市县财政按 1∶1比
例分担支持A级旅游景区、重点文旅企
业开展免门票活动。

为引导市县政府加大对促消费工
作的支持力度，省财政将根据各地拟筹
措的财政资金，预拨省级奖补资金的
50% 以 上 。 2022 年 年 初 ，根 据 各 地
2021年年底前实际核销的财政资金进
行清算，多退少补。

1亿元支持景区
免门票、促消费

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朱建伟介
绍，文旅厅将适时组织开展“免门票、促
消费”活动，集中一个月时间，凡自愿参
加此活动的A级旅游景区、重点文旅企
业，省和市县财政将给予一定补贴，省
级财政补贴总额为1亿元。对受灾严重
的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焦作、
许昌、周口和济源示范区 A 级旅游景
区、重点文旅企业，省财政还将给予复
工复产贷款贴息 3000万元支持。为加
强金融支持，文旅厅与相关银行签订合
作协议，出台信贷优惠政策和支持措
施 ，全 省 旅 游 景 区 贷 款 金 额 预 计 达
21.34亿元。

发布会上，郑州市、洛阳市分别介
绍了促消费举措。郑州市人民政府副
秘书长王义民介绍，郑州市将对汽车购
置进行补贴，对汽车销售额排名靠前的
限上汽车销售企业进行奖励；联合国美
电器投入 3000 万元家电补贴，联合美
团开展“郑”当“食”促消费活动，投入
5500万元发放“外卖复苏消费券”；组织
重点商圈、特色商业街和商贸企业、电
商平台等统一开展促消费活动。洛阳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魏险峰介绍，洛阳市
将对汽车消费进行补贴；开展“千企万
家惠民购”活动，发放消费券；举办老字
号嘉年华、老汤文化节、“风味洛阳”美
食节等“寻味古都”系列餐饮促销；围绕

“吃住行游购娱”优化供给，推出 3A级
以上景区免门票等。③7

本报讯（记者 曾鸣）9 月 10
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为贯彻
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支持受
灾地区稳就业保民生，省财政近日
下达失业保险省级调剂金 1亿元，
专项用于支持受灾地区实施稳岗
返还政策。

据了解，按照相关文件要求，
稳岗返还条件为：参保企业上年度
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上年度全
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30
人（含）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
高于参保职工总数 20%的，可以申
请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对于大型
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
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30%返
还，中小微企业则按不超过 60%返
还。

稳岗返还资金要合理分配、
精准发放。记者获悉，此项资金
分配将优先向实体经济、灾害重
建中保证供应的企业、贫困地区
企业以及中小微企业倾斜。下一
步，省财政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
督促市县落实主体责任，于 10 月
底前将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全
部发放至企业，确保政策尽快落
地见效。③7

省财政下达1亿元
失业保险省级调剂金

融媒导读

“白发校长”张鹏程：“要让更多孩子能上学、上好学”

●● ●● ●●

要闻│032021年9月 11日 星期六
组版编辑 马愿 赵大明 美编 张焱莉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灾后促消费工作”新闻发布会

七大重点领域开展促消费活动

□本报记者 张建新 薛迎辉 本报通讯员 韩璐益

门前的凌霄花恣意盛开，穿过一条狭窄的过
道，丹桂树下，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正在埋头读书。

9月9日，在汝州市陵头镇陵头村的一个农家小
院里，记者见到了杨清洲老人。他的家庭，刚刚荣获

“河南省首批教育世家”称号。
“从父辈到兄弟妹妹、再到孩子这一代，我们家

三代人先后有20余人从事教育工作。”说起家里的
教书人，今年70岁、从教38年的杨清洲满是自豪。

这是一场三代教育人的接力。

从“两个38年”到“21人从教”

杨清洲一家的从教之路，要从他的父亲杨增
俊说起。杨增俊是新中国第一代教育人，1948年
11月开始任教，先后在陵头学校、临汝县高中、临
汝师范等学校任校长，从教38年。

“父亲常说，教育人一肩挑着学生的今天，一
肩挑着国家的未来，一定要恪守教学初心，牢记责
任使命。”尽管辗转多个学校并曾担任领导职务，
杨增俊却从没放弃三尺讲台的教学工作。

受父亲影响，师专毕业后，杨清洲直接回到陵
头高中任教。巧的是，他在陵头镇教育一线也工
作了38个春秋。

“爷爷、爸爸是老师，婶婶们是老师，长大后，
我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杨清洲的
大女儿杨喜萍说，虽然当教师后感到不易和辛苦，
但从不后悔。

除了杨喜萍，杨清洲的四弟、两个弟媳、堂哥
堂妹5人，另外两个女儿、侄子、侄女、侄媳、侄女婿
等 13人也先后投身教育事业，一个教师“大家长”
带出了20余人的“三代教师家庭”。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块黑板，写下
的是真理，擦去的是功利……”现实版的《长大后
我就成了你》在杨清洲的家庭上演。

扎根乡村，用爱点亮孩子的梦想

身穿粉色旗袍，举止温婉大方，这是杨清洲的二
女儿、陵头镇寇寨小学校长杨巧峰给人的第一印象。
她已参加工作22年，担任校长的同时还负责3个年
级的语文教学。

“看着一些漂亮乖巧的小女孩由于家庭原因有
自闭倾向，我很难受，暗下决心要帮助这些孩子。”
杨巧峰告诉记者，农村孩子常常比城里学生更需要
关爱，自己愿意用一点微光去点亮孩子的梦想。

传授知识之余，杨巧峰经常组织学生看望孤
寡老人、参加志愿活动，并参观风穴寺、汝瓷小镇、
红色基地等，开阔孩子们的视野。

“对不同的孩子要因材施教，特别要注重他们的
心理健康。当孩子的倾听者，帮助他们打开心结，让
每个孩子散发出自己的光芒。”杨巧峰深有感触地说。

三尺讲台，四季耕耘。尽管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教育理念，但照亮乡村孩子梦想的信念始终坚
定一致，这种信念就像一缕阳光，在家庭里闪耀，
让子女后辈“向阳而生”，让教书育人的家风师德
代代相传。③8

9月 10日是教师节，也是洛阳市小学正式开学的日子。早晨，在洛龙
区第一实验小学翠云校区，入校的每一位教师都收到了学校精心准备的鲜
花与祝福。⑨6 张光辉 张俊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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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9日，中原油田基地三幼的孩子们用画笔和手工表达对老师的祝
福，并把自制礼物送给老师。⑨6 范兆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