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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 全省财政系统举行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演讲比赛 !主

题是 "讲党性 # 重品行 # 作表

率$$$说说咱身边的好人好事%!

演讲者为财政系统普通干部职

工!演讲的内容是身边的领导&同

事为民理财&扎实工作!爱岗奉献

的感人事迹' 比赛还设了一个特

别的奖项(最感人事迹奖)

听着演讲者充满激情# 极富

感染力的讲述! 我们仿佛看到并

记住了一个个财政人正在加班加

点组织财政收入! 正在废寝忘食

地核对账目! 正在千方百计地帮

助企业排忧解难* 他们的事迹因

平凡而动人! 让我们对长年默默

工作在财政工作一线的奉献者肃

然起敬*

演讲一!"全才#乔荣欣

财政厅机关的演讲者向我们

介绍了这么一位"全才%+++ 企业

处处长乔荣欣( 从企业处到工交

处!从注协又回到企业处!多年锤

炼!多次"轮岗%!使他无论是审决

算,汇报表&编计划!还是定制度&

写文章!都是一把好手*

乔荣欣最早引人注目的是这

样一件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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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经国务院批

准!财政部制定发布了-企业财务

通则 .和 -企业会计准则 .以及分

行业的 -企业财务制度 .和 -企业

会计制度 . /简称 -两则 ., -两

制.0) 这是我国建国以来财务会

计制度的一次全面的, 重大的改

革) 它标志着我国财务会计制度

从此走向标准化, 规范化和国际

化!是中国会计与国际会计,与市

场经济接轨的重要里程碑)

当时! 乔荣欣为几百名不同

行业财会人员主讲 -两则 . -两

制.!他广征博引!深入浅出!回答

了他们提出的五花八门的问题 !

听众掌声阵阵!啧啧称道) 此后不

久!有人将企业效益不佳,亏损增

加归咎于-两则.-两制 .的实施 !

乔荣欣临时受命!连夜加班!主笔

撰写专题汇报材料) 时任总理朱

基听取我省汇报后!满意地说(

"这个问题!我走了几个省都没弄

明白!河南把它说清楚了) %

$%%&

年!省政府批准设立扶持

企业自主创新资金) 为了切实管好

用好这部分资金! 乔荣欣集思广

益!创新性地提出了"引入市场机

制!公开招标 ,专家评审 ,合同管

理%的新模式!真正体现了科学,公

开,公正的原则) 三年来!扶持企业

'(

户!一批重大产品和关键技术取

得突破! 企业核心竞争力明显提

升!为做大"财政蛋糕% 提供了有力

支撑)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国

财经报.等媒体都对这一做法进行

了广泛宣传和报道)

演讲二!奉献中永生

来自南阳市方城县财政局的

演讲者给大家带来一本日记) 它

的主人! 就是方城县财政局原投

资评审中心主任苑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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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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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苑昊因积劳成

疾,劳累过度 !心脏病突发去世 )

在整理他的遗物时! 同事们发现

了这本日记)

这本日记只是苑昊十几年来

生活日记中的一本) 翻开这本日

记!仿佛翻开了他清白 ,质朴 ,敬

业奉献的人生岁月11

$%%&

年
-

月
$%

日!"今天!刚

任命我为投资评审中心主任 !看

到办公桌上堆积的亟待评审的项

目资料! 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

力!但是压力就是责任!压力就是

动力2 只要用心了!就没有干不好

的事2 %

面对全新的工作!苑昊凭着敢

吃螃蟹的精神!不断学习着,探索

着,创新着11有一次!一个办公

楼维修项目甲乙双方已经签字!中

介机构已经审核! 板上钉钉的事!

苑昊觉得其中有水分!经过审查施

工图纸!现场勘测,市场询价,走访

当事人!硬是审减造价
&(

万元!审

减比例达
(,.

' 这件事对苑昊触动

很大! 为确保财政资金的合理支

出!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设计方

案评审和直接委派评审人员实施

全程监督的意见!建立了方城县财

政资金规范运行的新机制'

$%%&

年
,$

月
,-

日!"今日大

雪!这两天可真冷!刚忙完潘河一

坝项目的评审!快累趴下了!真想

歇歇啊2 可这条路是民生路!关系

到
,/'

万迁建群众的生活!可不能

因为我们的评审而影响工程进

度!能提前一天是一天' %

当时! 方城发生了几十年未

遇的持续强降雪天气! 作为南水

北调配套工程的燕山水库库区移

民公路概算急需评审' 由于道路

崎岖 !积雪覆盖 !路况极差 !测量

车辆根本无法通行! 为了确保工

程按期招标开工!没有犹豫!苑昊

和两名同志硬是顶着风雪徒步用

皮尺
(0

米
(0

米地丈量! 终于提

前完成了任务' 像这样的情况对

于苑昊来说真是太平常了'

$00*

年
!

月
!0

日!就在他去世的前一

天!他还是这样!冒着刺骨的风雪

在甘江河支流工地进行着实地测

量和计算11

就这样! 苑昊默默地耕耘在

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用奉献

诠释着生命的深刻内涵'

演讲三!原则重于一切

人们常说!社保工作就是"军

管区 %!社保资金就是 "高压线 %'

干了
!0

年周口市川汇区财政局

社保股股长的张静! 深深体会到

这两个词的含义和责任的分量'

$00'

年川汇区因企业养老金

不足!资金调度不开!一位区领导

一个电话把张静叫到办公室 !让

她动用
$00

万元下岗再就业资

金!以解燃眉之急' 可谁也没有想

到!张静不容商量地当场拒绝了'

一时间!空气凝固了!静得掉根针

都听得见' 在场的人面面相觑!不

知所措' 区领导极力掩饰着尴尬

质问("为什么3 %张静没有胆怯!

更没有妥协! 她平静而委婉地回

答("区财政欠账多!您有难处!我

理解'您的指示也应该照办'可是

社保资金专款专用!这是铁理儿!

动不得2 要是动了!我失职事小!

您也会犯错误啊2 %听完张静的一

席话!这位领导转怒为喜!笑着对

身边的人说 ( "张静胆子还真不

小!像今天这样敢当面顶撞我的!

她算第一个'不过她说的对'我还

真要谢谢她呢' %

就是这样!在张静的天平上!

原则永远重于一切2

演讲四!王屋山下"穷财神$

"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4财

政就是管钱的5!财税所长就是一

个地方的财神爷' 可是今天我演

讲的主人公从事财政工作
$0

多

年!当了
&

年财税所长!却成了出

了名的 4穷财神 5!他至今住着村

里的土坯房!更没有像样的家具'

他! 就是济源市下冶镇财税所所

长赵宗学' %济源市财政局演讲者

的演讲一下子抓住了听众的心'

赵宗学从事财政工作几十

年! 始终认认真真记好每一笔账

目!丁是丁 ,卯是卯 !没出现过一

例差错'

作为山区乡镇, 国家级的贫

困地区!为了财政的袋子鼓起来!

老赵积极向党委, 政府建言献策

发展经济! 依托资源优势招商引

资!争项目,跑资金,拓展税源!先

后引资建成了焦化厂, 玻璃拉管

厂,铝矾土加工厂等企业' 下冶镇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成为山区乡

镇的一个亮点! 财政收入实现飞

速增长!一般预算收入从
$00!

年

的
!"'

万 元 增 长 到
$001

年 的

$0!0

万元!年均增长
'02-.

!缔造

了济源财政史上的神话'

经济发展了! 财政收入也有

了大幅攀升!可老赵这个财神爷!

家里生活依然窘困! 他的工资是

全家人生活的开销'

$001

年!局里

在市区筹备盖家属楼! 可听说要

先交
!0

万元的首付款!他打了退

堂鼓!因为手里根本没有这笔钱'

演讲五!无畏征税人

$00&

年大年初一早晨! 当伊

川县契税征管所的春节值夜班人

员被铺天盖地的鞭炮声惊醒到门

外察看情况时! 门口的景象让他

们一下子惊呆了( 刚贴上的春节

对联被人用白漆喷盖! 门口墙壁

被人用白漆喷满了标语! 内容是

辱骂胡安民的!言语不堪入目2

胡安民是县契税所所长 !在

财政工作的第一线滚爬摸打了近

-0

个春秋'当了三年的所长!他带

领全所同志冒酷暑,战严寒,走千

家,串万户!使全县契税征收不仅

实现了由原来的年契税入库十几

万元到
!""

多万元的量的增长 !

而且一举扭转了过去上门催交的

被动局面! 实现了伊川契税征收

由被动到主动的重大转变'

$00(

年县契税所成立时 !由

于契税政策宣传不到位! 全县偷

漏税现象十分普遍!加之!契税征

缴对象是千家万户!因而!契税征

收工作很难开展!于是!胡安民就

带领同志们利用上班前和下班后

的时间!挨家挨户宣传政策,送达

纳税通知书 !在这期间 !看冷脸 ,

遭谩骂已成家常便饭! 但他们并

不气馁!硬是通过软磨硬缠!把零

星契税一分不少的征收上来'

伊川县某房产开发商应缴契

税
(0

余万元!某化工厂应缴纳契

税
-0

余万元!某集团公司应缴纳

契税
!&

万元!当契税所先后将纳

税通知和催交通知书送达后 !胡

安民先后接到十余次 "人情电

话%!要求缓交' 胡安民的回答是

按原则办事!按程序办事!不该缓

交的不能缓交! 不该减免的全额

征收! 确保了实现税收的足额及

时入库'

前面讲到的县契税所门口发

生的一幕!其原因就是县某局家属

院的
*'

户职工不愿缴纳契税!胡

安民顶住压力,不惧威胁!硬起手

腕依法将这
*'

户的应缴契税一分

不少的征收到位而受到的报复'

歪风邪气压不垮! 打击报复

不退缩!这就是胡安民!一个无畏

的征税人'

演讲六!一面党旗的故事

许昌市财政局的演讲者声情

并茂的讲述! 让我们感受到财政

人的另一面$$$对百姓的大爱和

柔情'

赵富生是许昌县财政局一名

普通的党员干部 !

$00(

年
1

月他

下乡调研时! 在尚集镇周寨村得

知一位年逾花甲的老太太杜月

娥 !儿子 ,儿媳双亡 !她和年仅
&

岁的孙女靠微薄的两亩地维持生

活' 面对这一老一少!赵富生暗下

决心( 我一定要帮助她们过上好

日子2

没过两天! 赵富生除给他们

祖孙俩带来生活用品! 还专门从

集市上买回了两只奶羊' 其实!赵

富生自己也并不富有! 他家里有

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儿子! 妻子因

患有严重脑梗塞常年卧病在床 '

赵富生把奶羊送到杜奶奶家中 '

从此以后! 每逢节假日赵富生都

会来到老人家里! 帮助老人为奶

羊割草 ,喂料 !大家开玩笑地说 !

赵富生又多了一个农村老家' 功

夫不负有心人! 奶羊繁育了四只

可爱的小羊羔! 活蹦乱跳的小羊

长大了!一次就卖了
&00

多块钱!

这可是亲人去世后! 杜奶奶的第

一笔收入呀! 她颤抖着双手数着

这些钱!不停地流着眼泪!连声说

赵富生是党的好干部'

天有不测风云!

$00*

年
'

月!

赵富生查出得了癌症!已到晚期'

临终前! 他声音微弱地说("我走

后! 你们要拿出我一个月的工资

帮助杜奶奶和她孙女! 一定要让

他们知道这不是我个人的行为 !

如果她要感谢的话就感谢党吧' %

&

月
"

日! 赵富生因病逝世'

噩耗传来!杜奶奶泪如雨下!伤心

欲绝! 她蹒跚地从商店买来鲜艳

的红布和金黄的丝线! 连夜在家

一针一线地绣了一面党旗! 第二

天一大早! 杜奶奶和孙女来到赵

富生的遗体前! 泣不成声地将党

旗轻轻地盖在赵富生身上11

演讲七!老干部的贴心人

财政厅离退休干部工作处的

李景月岗位特殊! 服务对象是厅

里的离退休老同志' 她从促进和

谐机关建设的高度!兢兢业业!默

默无闻地为老同志办实事, 办好

事!一干就是几十年'

为了提高工作能力!她刻苦钻

研!掌握了家庭医疗,日常保健,社

会心理学知识!练就了一手为老同

志排疑解难的本领' 一次次血压测

量!一条条养生知识提醒!一句句

暖心的疏导话语!拉近了她与老同

志之间心的距离' 机关老同志生

病!医院的挂号处 ,医生旁 ,病床

前!会有她忙碌的身影' 老同志家

中遇到困难! 不管上班和下班!她

办公室的电话和手机!都是为老同

志排忧解难的热线' 老同志老故,

病故后事的办理!她把每个环节安

排得周密细致'

有位老人突患疾病! 行动不

便!儿女不在身边!李景月同志闻

知此事!从医院请来大夫!为这位

生病的老人把脉问医' 在随后治

疗的日子!她为这位老人取药,熬

药,喂药,做饭,洗衣 !直至痊愈 '

老人的病好了! 她却累出了一身

的病11

李景月在平凡岗位上的默默

奉献感动着她身边的同事! 感动

着单位的百十位老同志' 连续多

年!连续多次!老干部们联名上书

厅党组!为她请功'

数小时的演讲高潮迭起!精彩

之处!掌声阵阵6动情之处!泪水滑

落* 随着一个个演讲者的讲述!风

采各异的财政人仿佛生动鲜活地

站在听众们面前+++带领焦作财

政人创造性地在全省乃至全国率

先进行财政预算"四权%分离制衡

改革的焦作市财政局局长申相臣6

认真负责为群众管好 "养命钱%的

平顶山市财政局社保科科长杜华6

兢兢业业为民理财的开封市顺河

回族区财政局局长李鑫6被称作财

政战线"老黄牛%的封丘县城关镇

财政所所长刘新爱11他 /她0们

的事迹可以浓缩为六个字( 为民#

务实#清廉* 他们就是全省财政系

统干部职工的缩影*

一位演讲者道出了财政人的

共同心声("财政! 一个朴素的词

语#普通的职业#平凡的群体*从
0

到
"

十个变幻莫测的字符在指间

穿梭! 我们恪尽职守地维护着财

务制度的尊严! 鞠躬尽瘁地捍卫

着国家的利益! 呕心沥血地盘算

着增收节支* 职业的特性也许使

我们的生活缺少几分时尚元素 !

然而我们却用数字谱写出最美妙

的音符* 为国理财#为公理财#为

民理财! 这就是我们+++兢兢业

业的财政人* %

省财政厅党组书记# 厅长钱

国玉这样阐释活动的意义( 用身

边事教育身边人更加可亲#可信#

可学!让人心灵上受到触动!思想

上得到升华!精神上受到震撼* 这

项活动必将在财政系统掀起"比#

学#帮#超%的新热潮!进一步激发

出全省财政战线干部职工立足本

职#爱岗敬业 #务实进取 #勇创一

流的干劲与热情*

默 默 奉 献 的 财 政 人
全省财政系统!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说说咱身边的好人好事%演讲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讯 /记者田宜龙0到
!

月底!已普

遍应用于我省黄河靠河重点工程的防洪工

程查险系统!在日常查险和调水调沙中取得

了良好的运行效果!标志着我省黄河防洪工

程查险报险基本实现数字化#信息化*

记者
"

月
#

日从河南黄河河务局了解

到!今年以来!河南黄河河务局共采集巡查

数据
$"$%&

坝次#上报险情
'%"

坝次!为黄

河防汛的数字化管理提供了科学翔实的信

息资源*

据了解! 结合黄河下游防洪工程查险#

报险工作的特点!

(%%)

年! 河南黄河河务局

研发出一套防洪工程查险管理系统!利用先

进的信息钮自动识读技术和现代化的通信

手段!实现查险数据和查险人员的信息化管

理!为防洪抢险决策提供最为基础快捷的信

息支持*

(%%*

年汛前!在对该系统进行优化

改造的基础上! 河南黄河河务局在沿岸
+"

处控导工程
,%%

余道坝垛上进行了推广应

用*

据介绍! 该系统的建成及投入应用!彻

底改变了传统人工巡查#手工记录#电话报

告的查险方式!规范了防洪工程查险管理工

作!大大缩短了险情信息的传递时间!提高

了查险工作效率!能及时准确地获取防洪工

程隐患信息!为管理决策人员第一时间提供

详细的信息资料!实现了河南黄河防洪工程

查险的数字化#信息化管理*

!"

本报讯 /记者尹江勇 实习生

张 翅0记者
"

月
&

日获悉!省科技

厅近日组织专家对
(%%"

年度申请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单位进

行了评审论证*南阳防爆集团有限

公司#维恩克/鹤壁0镁基材料有限

公司# 河南凯瑞数码有限公司#安

阳锻压机械工业有限公司#河南中

轴集团有限公司等
&,

家单位的研

发机构被确认建立河南省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截至目前!我省已有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家*

据介绍!工程中心为推动行业

技术进步和科技成果转化做出了

积极贡献!已成为我省重要的科技

创新基地* 省科技厅将按照-河南

省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的发展战略!通过技术#资金等

手段!在安排重大科技专项#重点

技术攻关# 产业化项目推广等方

面!对所属领域的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进行重点扶持*

!*

本报讯 /记者陈学桦0

"

月
&

日!信阳市政府方面传出消息!海

峡两岸合作发展基金会# 广东省

河南商会与信阳市政府三方日前

共同签订了现代/特色0农业园项

目协议* 根据协议!三方将共同在

信阳建设首个现代/特色0农业园

区*

经海峡两岸合作发展基金会

与广东省河南商会多次考察#洽谈

和评估!双方一致认为!发挥我省

与台湾两地互补# 互利的优势!在

我省建设豫台现代/特色0农业园

区!重点发展特色种植业#水产品

和畜禽养殖加工业!大有可为* 随

后!经与信阳市政府磋商!三方达

成合作共识!并与日前签订了合作

协议* 据悉!首期合作地区选择在

信阳市!随后的
!

年
"#

年时间里!

将逐步向全省推广*

!!

本报讯 /记者冯 芸0今后!我

省工会将进一步完善困难职工帮

扶网络!企业工会帮扶对象要打破

职工身份界限*帮扶救助对象除在

岗合同制职工外!还包括生活困难

的聘用工# 临时工和农民工等人

员*这是记者
"

月
&

日从全省推广

邮政系统帮扶困难职工经验现场

会上获悉的消息*

省总工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有

条件的企业!还可以适当放宽帮扶

救助对象的范围!实现困难职工帮

扶全覆盖*帮扶救助的范围也要由

原来的家庭生活救助!逐渐扩大到

子女就学#重大疾病治疗#职业介

绍#劳动技能培训#法律援助等方

面*

在资金筹集上!我省工会将建

立以企业行政拨款# 职工互济交

付#自觉捐助和工会经费资助四种

方式为主的多渠道#多层次#多元

化的资金筹集机制* 同时!还将对

帮扶资金实行专项基金统一管理!

对资金的使用加强监督*

!"

本报讯 /记者阙爱民 实习生贺双印0

"

月
&

日晚
!

时
#%

分!

-(

名全副武装的郑

州武警# 特警联合盘查组在黄河大桥开始

对过往车辆进行盘查* 这标志着郑州市保

奥运绿城守卫行动正式开始*

当日下午! 郑州警方在郑州市特巡警

支队院内举行了简短的誓师仪式!武警#特

警#交警#治安#消防 #便衣多警种同时出

动!巡逻车#防暴车#消防车#突击车等警灯

闪烁!整装待发*

据郑州市公安局局长黄保卫介绍!此次

行动以奥运安保为核心! 共划分
&

个区!由

武警特警联合对郑州市主要出入口进行
(&

小时的大盘查! 由治安警每天夜晚对出租

屋#浴池#歌厅#美容美发屋进行集中大排

查!由交警强化市内道路畅通!对无证驾驶#

酒后开车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大治理!消防

官兵则不间断地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

黄保卫透露! 此次行动不分工作日和

休息日!每个时段都有民警在值守!每个地

方都有警力覆盖! 力争构筑全天候# 无缝

隙#立体式的防控网络!守卫绿城安宁*

!"

我省黄河防洪工程查险实现数字信息化

我省新建 !"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我省与台湾共建现代!特色"农业园区

我省工会帮扶打破职工身份界限

困难农民工可获企业工会帮扶

保奥运
绿城守卫行动启动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
!

日签署第
#&'

号国务院令! 公布

-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

定.*

-规定.共
#

条!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垄断法.制定!旨在明确经营者集中的

申报标准*

根据-规定.!经营者集中是指下列情形(

经营者合并6 经营者通过取得股权或者资产

的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6 经营者

通过合同等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

或者能够对其他经营者施加决定性影响*

-规定.强调!经营者集中达到下列标

准之一的! 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商务

主管部门申报!未申报的不能实施集中(

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

在全球范围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
())

亿元

人民币!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

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超过
%

亿元人民

币6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

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
&)

亿元人民

币!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

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超过
%

亿元人民币*

-规定.指出!营业额的计算!应当考虑

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特殊行业#领域的

实际情况!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

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根据-规定.!经营者集中未达到上述

申报标准! 但按照规定程序收集的事实和

证据表明该经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

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国务院商务主管部

门应当依法进行调查*

-规定.于
&))$

年
$

月
%

日起施行*

国务院公布相关规定

明确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

"

月
-

日& 汤阴

县伏道乡西官庄村

村民代表正在对村

里的大学生村干部

进行评议' 为加强对

大学生 !村官 %的管

理&使其扎根农村创

业 &该县开展了 !群

众评议大学生村干

部%活动' 评议活动

采取群众当场质询"

打分等办法&评议结

果与评先评优"工资

奖励挂钩'

"#

张志勇 赵晓磊 摄

群众评议
大学生!村官"

"

月
&

日&武陟县的乡村里许多车辆上

插着国旗"奥运旗'奥运来了(这里呈现出一

派浓郁的欢庆气氛'

"#

王天定 秦林林 摄

据新华社成都
$

月
%

日电

经四川省政府批准! 四川省旅游

局
%

日宣布自本月
*

日起恢复九

寨沟#黄龙景区旅游市场* 这意味

着受汶川大地震影响而一直对团

队旅客关闭的九寨沟# 黄龙景区

将在奥运会前正式全面对中外游

客开放*

据介绍! 在本次开放之前!四

川省相关部门已经对九寨沟#黄龙

景区旅游市场进行了认真调查评

估*目前!九寨沟#黄龙景区的景区

排危#修复工作基本完成6景区供

水#供电基本恢复正常6景区旅游

设施#物资保障已具备启动恢复旅

游市场和正常接待游客的条件*

四川将全面开放九寨沟旅游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