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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东站党支部书记 李润

新乡东站主体站房设计融入了展

现新乡雄美壮丽自然景观的太行山元

素。主体建筑以“山”为形，以“太行精

神”为意，是对太行山脚下新乡人民百

折不挠精神的完美诠释。为迎接济郑

高铁开通，新乡东站进出站通道在原

有基础上东延 99 米，新增 3 个站台，站

场规模达到 6台 15线。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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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军福

6 月 22 日 7 时，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初中
部）考点外，李喜胜和其他8位送考老师早早赶了
过来。为了让学生能一眼认出自己，他们穿着醒
目的红色T恤，站在高处挥舞双臂，给自己的学生
加油打气。

“好好考，一定没问题的，加油！”开考前一个
多小时里，这句话李喜胜不知说了多少遍。

李喜胜是河南省实验文博学校初三年级长。
今年中考，文博学校有 300多名考生在四十七中
考点考试。为了让学生轻装上阵，李喜胜和其他
8位老师组成送考团，陪伴学生一起走过人生大
考。

挥手、击掌，在祝福声中步入考场……中考首
日，在送考老师的陪伴下，考生们从容应考、自信
满满。户外烈日炎炎，送考老师们坚守在考点门
口，虽然满头大汗，李喜胜还不忘提醒学生仔细检
查证件、认真作答。

千叮万嘱，还是有考生发生“小插曲”。7时
57分，郑州一考生本来要去郑州市实验高级中学
参加考试，结果跑到了河南省实验中学。了解情
况后，郑州交警五支队铁骑大队辅警黄少波迅速
驾车护送考生。

“你坐稳，很快就到！”黄少波打开警笛，一路
向考点疾驰而去。8时 8分，到达考点，9公里的
路程仅用时11分钟。

8时 20分，开考铃声响起，河南省实验中学考
点外，不少家长不愿离去。“毕竟是孩子人生中的
一个重要时刻，想陪着他，哪怕在考场外也安心
些。”前来陪考的高先生说。

天气酷热，但考点外的执勤交警无惧“烤”
验。郑州交警五支队铁骑大队李耀勇 6时 50分
就赶到了考点，负责疏导考点附近交通，一天下
来，他站立了10多个小时，汗水满额……

中午 12时，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考生们飞
奔跑出考点，给老师和父母送上一个大大的拥
抱。陪伴，是这个季节最长情的告白。③7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8年前，从国外求学归来，冯国鑫拒绝一线城
市的单位抛来的橄榄枝，一头扎进位于大别山革
命老区的新县，成为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羚锐制药”）的一员。

8年来，凭着年轻人的拼搏精神，冯国鑫运用
专业知识助力羚锐制药聚焦中药主导产业，坚持
融资投资并重，使其逐步发展成为国内著名医药
上市企业、国内外用贴膏剂领域头部企业。他也
由入职之初的证券部副经理，历经多个岗位锻炼，
于 2020年 6月成为羚锐制药董事、董事会秘书、
投资公司总经理。

6月20日上午，公司周一早会上，重温完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冯
国鑫激动地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勇做新时代的弄
潮儿，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施展才华！”

冯国鑫负责公司的证券事务、投资者关系、资
本运作和对外宣传等工作，先后完成公司非公开
发行、集团认购股权、员工持股、股权激励等事务，
推动公司市值持续增长。

4月 25日，羚锐制药披露 2021年年报：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26.9亿元，同比增长 15.52%；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 亿元，同比增长
11.08%。

平时，冯国鑫注重学习，不断拓宽视野、提升
能力。他攻读了博士学位，出版的《FinTech：中
小银行数字化变革新驱动》一书，获得 2019年度
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只有当青春同党和人民事业高度契合时，青
春的光谱才会更广阔，青春的能量才能充分迸
发。”荣获第 26届“河南五四青年奖章”的冯国鑫
坦言，荣誉已成过往，他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两
个更好”殷殷嘱托，扎根大别山革命老区，争当伟
大理想的追梦人，争做伟大事业的生力军，让青春
之花绽放最绚丽的光彩。③5

扎根老区 绽放青春

“加油，我在！”
——直击“双减”后的首个中考

弘扬焦裕禄精神 助力乡村振兴
□韩宇南

自2015年，从周口市税务局到太康县马
厂镇前何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8年来，我和驻
村工作队员带领前何村广大干群高质量完成脱
贫攻坚工作，接续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昔日贫
穷落后的前何村变成了一个美丽的社会主义新
农村。这些成绩的取得，源于对焦裕禄同志艰
苦奋斗、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精神的践行。

焦裕禄精神激励我前行。我出生在上世
纪 60年代，学生时期，焦裕禄精神就在我心
里扎下了根。30多年的税务生涯，焦裕禄精
神一直激励着我努力工作。我曾是一名税务
教员，在三尺讲台上，挥洒汗水；我也曾是一
名税收骨干，在业务领域内，辛勤耕耘。

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中，我苦过、
累过，甚至哭过，却唯独没有后悔过。我暗暗
发誓，一定要帮村民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一
定帮村民找到一条致富的门路。在脱贫攻坚
中，我向乡亲们承诺：在扶贫的道路上，不落下
一个贫困家庭、不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在乡村
振兴中，我向乡亲们再次承诺：作为第一书记，

要继续一马当先，冲锋在前。
有困难，找老韩。前何村以前是个深度

贫困村，进村第一天看到的情况强烈震撼着
我的心：村里到处是烂泥塘，学生上学放学都
要靠大人背着艰难跋涉，群众看我的眼神里
既有期待也有质疑。

我暗下决心，既然来了，就要为乡亲们干
点事儿！面对摆在眼前的一项项难题，我多
次告诉自己，第一书记就是党派来为群众服
务的，没有困难，党为啥派你来。村里的基本
情况摸清后，我带领村干部一起去了兰考。

“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干部
不领，水牛掉井”焦裕禄的话说到了我们心
里，为我们带领全村群众改变前何落后的面
貌树立了信心和决心。

说干就干，挖坑塘，垫路基，找产业，提收
入。2017年前何村顺利退出贫困序列，村里
有了产业项目，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了，脸上
的笑容也多了，发展生产、勤劳脱贫的劲头更
足了，乡亲们的口头语成了“有困难，找老韩！”

为了村民有福气，我就宁愿冒“傻气”。
焦裕禄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将心比

心、以心换心，所以人民也把他放在心中最崇
敬的位置。驻村工作也是这样，只有用实干、
真情才能打开群众的心锁，才能取得群众的
信任，让群众跟着一起干。

为了发展前何村产业，打消村民“种出来
卖不掉”的顾虑，我两次自筹资金5万多元为
村民购买辣椒种子。有人笑话我说，“你这是
疯子的想法”。当时我想：为了前何村早日脱
贫，我就应该“疯着干!”为了村民有福气，我
就宁愿冒“傻气!”。

如果说提高收入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
任务，那乡风文明就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
保障。2015年驻村以来，每年大年三十我和
妻子潘丽英都在村里和孤寡老人一起过春
节，以实际行动引导前何村民向上向善。村
民结婚，我当司仪，潘丽英带领舞蹈队助兴，
既热闹又文明。

想着欣欣向荣的前何村，想着满脸欢笑的
前何人，焦裕禄常说的一句话又在我耳边响起：
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
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
群众、帮助群众。 （作者单位：周口市税务局）

“感谢税务局同志的及时辅导提醒，让我们享
受到最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为我们加快产品研发和
技术升级提供了资金保障。”河南雪樱花制药有限
公司财务负责人马会红对前来调研的税务干部说。

近日，太康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宋伟带队
走进河南雪樱花制药有限公司，通过送上税收优
惠政策“大礼包”、开展税企座谈、调研生产线等方
式，“面对面”送政策、“一对一”问需求、“手把手”
解难题，为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税收支持。

河南雪樱花制药有限公司前身为太康县老制
药厂，因经营不善，2021年改制重组。今年受疫情
影响，该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了解到
企业情况后，太康县税务局工作人员主动联系企
业，为其办理增值税留抵退税业务。该局相关股室
工作人员现场指导财务人员通过电子税务局一步
一步办理，仅用不到一天的时间，该企业留抵退税
业务就已经办理完毕，退还税款118.99万元。

该企业负责人赵一行表示：“公司重组后，重
新申请 GMP认证以及改造厂房、购买机器设备
等花费了大量资金，加上疫情影响，公司资金非
常紧张，原计划今年进行的软胶囊药品技术更新

和新药品研发项目被迫陷入停滞，税务局送来的
留抵退税政策，正好为我们接下来的技术更新和
新产品研发提供了资金保障，真是一场及时雨。”

太康县兴泰置业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
产开发销售、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因工程建
设周期较长，进度要求高，加上疫情影响，企业资
金面临极大困难，甚至面临项目工程款无法支付
的状况。在太康县税务局的辅导下，该企业 5月
27日申请留抵退税，一天内就完成了整个审核流
程，当天下午455.74万元的退税款就到了企业账
户。“没想到提交退税申请这么快就能到账，及时
解决了我们的资金难题。”该企业财务负责人张
超说，“这笔资金为接下来我们的项目工程建设
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真的是雪中送炭。”

据了解，今年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实
施以来，太康县税务局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聚
焦精细化精准化服务，通过多渠道广覆盖政策宣
传、网格化精准化纳税辅导、高质量快效率审核办
理等多种举措，确保符合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
纳税人“直达快享”，用“硬核”服务举措和暖心“税
惠红包”为市场主体带来澎湃活力。 （贾磊）

太康税务：留抵退税赋能添力 税惠红利直达快享

站长说站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杜倩雯 陈甜甜
吴姝霖 韩静 游晓鹏

从重庆小面到河南烩面，从朝天门到少林
寺，在郑渝高铁开通之际，郑州与重庆跨越千
里，以全英文的形式开启了一场连通中原文化
与巴蜀文化的奇妙之旅。6月22日，大河报·豫
视频联合重庆国际传播中心共同推出“朝天门
遇见少林寺”海外直播，在海内外各大社交媒体
平台隆重推出。此场直播全程用英语向世界介
绍郑渝高铁，向海内外网友介绍郑州与重庆。

山水之城造就魅力之都。为展现重庆两江
并流的奇特之景，重庆国际传播中心的外景定
格在位于重庆朝天门来福士探索舱的观景台
上，向海内外观众展示从250米的高空之上俯
视嘉陵江与长江交汇的震撼美景。

山水之城连线中原古都，当朝天门遇见少
林寺，中原文化又将呈现出何种风貌？

中国功夫冠天下，天下功夫出少林。为展
现河南厚重历史文化特色，大河报·豫视频将此
次连线直播的外景选择在嵩山脚下的“天下第
一古刹”少林寺。少林寺僧人释延字带领大河
报·豫视频记者和海内外观众一起走进少林寺，
赏少林功夫之风采，领略少林精神之真谛。

“什么是功夫？功夫就是时间。”释延字用
短短六字总结出历代少林武僧用汗水谱写的少
林精神。矗立1500多年依然繁茂的银杏树树
干上布满手指粗细的小孔，这是少林僧人日日
夜夜专注练习手指力量的痕迹；少林寺千佛殿

内的石砖上有四十八个大小不一的“凹陷”，这
是少林僧人日复一日、脚踏实地练功的证明。
大雄宝殿、天王殿、藏经阁……释延字带着海内
外观众欣赏少林寺风貌，感受浓缩在这座庙宇
内的厚重的中原文化。

“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我好想赶快去趟
少林寺！”数百名海内外网友在YouTube平台
上留言。全球观众都在为少林寺的特色景观鼓
掌，为少林精神与中原文化赞叹。

此外，少林寺的武僧们还为海内外观众准
备了一份“特别大礼”。醉拳、蛤蟆功、一指禅、
双枪刺喉、齐眉棍……这些平时只能在功夫电
影里才能看到的场景，在二十分钟内连贯清晰
地展示给了海内外观众。一拳一脚能当百万
军，少林武僧以气吞山河之势，呈现出巍巍中华
的厚重文化底蕴。

“我从来没有想到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表
演！”“天哪！这就是中国功夫吗！太不可思议
了！”在海外直播平台的留言区，世界各地的网
友纷纷留下评论，还有网友说：“少林功夫的表
演让我想起曾经的功夫梦，我很感动！”

自6月 20日郑渝高铁正式开通以来，从郑
州到重庆不再“山高路远”，中原文化与巴蜀文化
也“一线相牵”。以新起点发展、以新形式合作、
以新风采展示，郑州与重庆将在新的层面为宣传
中华文化贡献力量。此次直播，也是大河报·豫
视频结合郑渝高铁开通、河南“米”字形高铁网建
成，传播中原文化出彩河南系列传播产品的一部
分，该系列产品全网流量达1.5亿人次。③5

当朝天门遇见少林寺

焦作车站

□焦作车站站长 茹呈顺

从 1902 年道清铁路的第一根枕木

铺设，到 2015 年 6 月郑焦铁路开通运

营，焦作迈入“高铁时代”；从 2020 年

12 月郑太客专开通运营，“米”字形高

铁网一“点”落笔，到 2021 年 10 月焦作

至郑州的城际列车实现公交化开行，

焦作车站见证并服务着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③7

濮阳东站
□濮阳东站站长 魏伟

濮阳被称为“中华龙都”，濮阳东

站内外也处处有龙的元素。濮阳东站

通过屋面轮廓线变化、立面材质肌理

变化来体现“巨龙腾飞”的建筑设计立

意。远远望去，濮阳东站就像一条腾

空飞翔的巨龙。站房内，屋顶是龙形

花格吊顶，立柱也布满龙纹装饰；站台

立柱上，分别展示了 32 个不同历史时

期、不同类型的“龙”字。③5

许昌东站
□许昌东站站长 尚家彦

许昌东站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投入

使用。许昌东站造型设计以鼎器的端

庄稳重体现中原文化和高台大屋顶，

以漆器的精致秀美体现“建安文学”的

儒雅风流。“时代新风，鼎力中原”的设

计理念，来源于许昌这个群雄逐鹿之

地的独特个性，充分体现许昌开放和

谐、兼容并蓄的城市气质。③5

漯河西站
□漯河西站站长 张翔

漯河西站是京广高铁与平漯周高

铁交通枢纽的一个重要节点，是漯河市

融入郑州都市圈的重要路网通道，设计

年发送旅客 300 万人次。漯河是“字

圣”许慎故里、中国汉字文化名城，站前

广场的许慎说文解字纪念碑，彰显着漯

河历史文化的厚重和自信。③7

□三门峡南站站长 赵亮

三门峡南站位于三门峡市区西南方

陕州区张湾乡境内，于2010年2月6日正

式开通运营，是郑州、西安之间的“中转

站”。三门峡是“天鹅之城”，三门峡南站

站房流畅的外形线条酷似形态优雅的白

天鹅。2020年 11月 21日，G9207次动车

组驶出郑州东站，标志着“三门峡·天鹅

号”高铁旅游列车正式开行。③5

南
阳
东
站

□南阳东站党支部书记 王顺铎

南阳东站整体以“卧龙飙远 楚汉

腾云”为主题，主站房外观形似卧龙，

借鉴南阳出土古玉中龙的造型。站房

内取伏牛山、祥云、孔明灯等形象元

素，展现“云中卧龙”盛景。候车厅南

北两侧是大理石幕墙，南边刻有李白

的《南都行》，北侧刻的是“南阳三宝”

之一诸葛亮的《出师表》。③7

□商丘车站站长 王卫华

商丘车站位于中原文化名城商丘，管内

京九、陇海两大普速铁路干线和徐兰、京港

两大高铁线交织成网，是中国铁路郑州局集

团有限公司以及河南省的第二大铁路交通

枢纽。2016 年，商丘车站迈入高铁时代。

2019 年，京港高铁商合段开通运营，与徐兰

高铁在商丘车站交会，为中部地区连接长三

角区域开通了一条重要通道。③5

驻马店西站

□驻马店西站站长 张建军

驻马店素有“豫州之腹地，天下之

最中”的美称。位于京广线上的驻马

店西站居于郑州、武汉两个城市之间，

从此乘高铁到郑州仅 40 多分钟，到武

汉只要 1个小时，是贯通南北高铁大动

脉上的一个关键节点，也是河南“米”

字形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2012

年 投 入 运 营 以 来 ，已 累 计 发 送 乘 客

2156万人次。③7

周口东站
□周口东站站长 袁博

2019 年 12 月 1 日，郑阜高铁周口

东站正式开通。位于“中原港城”的周

口东站，站房天际线根据建筑功能所

定，由高至低层层叠加，与周口三川交

汇的地域特征相吻合，立面幕墙横向

的百叶设计，隐喻伏羲画卦，表现富有

地方特色的伏羲氏文化。③7

信阳东站

□信阳东站站长 胡锡斌

京广高铁信阳东站自 2012 年 9 月

28 日开通以来，为加快老区振兴、加速

绿色崛起注入了强劲“铁动力”。2018

年 8月，信阳东站由二等站升级为一等

站，车站每日接发列车数也由最初的

30余列，增加到如今的 149列。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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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虎成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李亚伟
本报通讯员 王亚利

6月 20日上午10点 08分，随着新乡市
市长魏建平宣布“济郑高铁新乡
南站正式开通”，新乡小伙儿
牛犇激动得跳了起来。

当天，济郑高铁濮
郑段、郑渝高铁同时开
通运营，标志着河南
在全国率先建成以郑
州为中心的“米”字
形高铁网。

豫“ 米 ”最 后 一
“撇”，连通了牛犇的工
作与爱情。牛犇今年
26 岁，从事建筑行业，公
司总部在郑州，家在新乡市
延津县，分包的项目又在新乡市
平原示范区。女朋友任亚慧的家则在濮
阳，两人恋爱5年，异地恋占了4年。

异地恋加上异地就业，让牛犇忙得团
团转，绕着几个地方不停画圈，大巴票攒了
一沓，私家车3年开了9万公里。

“以前从新乡坐公交去找她，路上走走
停停得 3个小时，自己开车也得两个小时，
关键是有时候忙活一天，再开车腰酸背疼
的。”牛犇在手机上点开铁路 12306APP，
查看新乡到濮阳的高铁后惊喜道：“高铁通

到濮阳，我在平原示范区也能乘坐，高铁上
打个盹就能见到心爱的她了！”

济郑高铁总长约 407公里，单日最高
开行动车组列车 55对，济郑高铁濮郑段共
设濮阳东、郑州东 7座车站，郑州东至濮阳

东最快 52 分钟可达……牛犇在
网上检索着信息，一一通过

微信发给任亚慧：“以后我
每周都坐高铁去看你！”

午休时间，牛犇高
兴得睡不着，他一边
跟女朋友打着电话，
一边用电脑搜索着
新乡南站的视频。

新乡南站站房整
体设计以“风吹麦浪，

岁稔年丰”为立意，站房
内 饰 设 计 中 加 入 了“ 麦

穗”和“麦粒”的元素，站前
广场景观照明灯采用的也是风

吹麦浪的造型，处处凸显着浓郁的本地
特色。

电话越打越想念，视频越看越激动。
牛犇忍不住买下当日 19点 31分从新乡南
到濮阳东的高铁票，兴奋地告诉任亚慧：

“下班后你买好裹凉皮在高铁站等我，不到
一个小时我就能到你身边。”③9

上图 牛犇正在手机上查询去濮阳的高
铁票。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李亚伟 摄

高铁架“鹊桥”

连起新乡小伙的工作和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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