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2月20日，林州市税务局局

长裴社奇作为林州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宣讲团成员，到林州市桂园街道办

事处宣讲四中全会精神。在宣讲“构建服

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时，裴社奇

说，他参加工作30年来，始终把学习放在

第一位，每年写一本工作日志，从未间断，

并从中体会到学习的收获与快乐。

近日，记者翻看了裴社奇的30本工

作日志，日志中随处可见收税、学习心得，

记录了一名共产党员不忘初心、不断前进

的执着追求和对税务工作的热爱。

看见税就走不动

1989年7月，裴社奇从被分配到滑县

税务局上官税务所任专管员时就开始写

工作日志了。

在1990年3月28日的工作日志上，

裴社奇这样写道：郭新庄，路泥泞，行路

难！收税9元。

裴社奇回忆说：“那天下着小雨，农村

的路是胶泥底，黏着自行车车轮推不动，

只好扛着自行车走了好长一段路，来回一

下午，收税9元。”

1991年9月14日，裴社奇在郭固集

收税，一个卖肉的个体户喝了点酒，借着

酒劲骂骂咧咧，坚持不缴税，说话间还要

对裴社奇动手，周围的人围了过来，双方

僵持着。闻讯赶来的胡万义所长说：“社

奇先回所里，收税回头再说。”

回到所里，年轻的裴社奇委屈地哭

了。胡万义说：“要注意工作方法，僵持解决

不了问题。”事后没几天，滑县税务局税检室

作出对这一个体户罚款500元的处罚。

裴社奇在工作日志中写道：这件事让

我印象十分深刻，胡所长给我在工作方法上

上了一课：低头是为了抬头，弯腰是为了

挺腰。

裴社奇在上官税务所的工作日志记

得最多的就是一天收税多少元，少的3

元，多的2000元。

胡万义评价说：“社奇见了税就走不

动，生怕税款流失。”

看见书就想买

无论职务如何变动，裴社奇的工作日

志记得最多的依然是“学习”二字。

裴社奇回忆说：“在上官税务所时，经

常停电，我就点着蜡烛看书，那时就是想

着多学习总有用处，到县局开会，我最爱

去的地方就是书店，看见书就想买。”

裴社奇学习乡镇企业会计，学习信用

社会计，结合工作实际学习各种税收知

识，很快成为业务的行家里手。1991

年，裴社奇参加了乡镇的企业所得税汇

算清缴工作，信用社的老会计都以为这

个二十岁出头的小青年是金融学校毕业

的高才生。

在不断的学习中，裴社奇获得了郑州

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取得了经济师职称、会

计师资格证、注册税务师资格证，通过了国

家司法考试、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考试。

多点知识就多点从容。多点业务知

识，工作上从容一点；多点心理学知识，心

态上从容一点；多点法律知识，生活上从

容一点。只有内心的强大，才是最重要的

强大，处世从容、处变不惊是学习的力量，

是知识的力量。裴社奇在工作日志中这

样写道。

如今，裴社奇的工作日志已成为新入

职青年税务干部学习的一课。年轻的税

务干部看着有些发黄的工作日志，感慨很

多，感受到了爱岗与敬业、学习与进步的

精神。

在裴社奇的带领下，林州市税务局学

习蔚然成风，开展了“月读一本好书，建设

书香税务”系列活动，营造了全局干部多

读书、读好书的良好氛围，先后被评为河

南省总工会职工书屋示范点和全国总工

会职工书屋示范点。

2019年12月31日，孟州市河阳街道东葛村一片胡萝卜地头，几名群众在领取当天的务工收入。近年来，河阳街道通过土地流转

实现了农业规模化种植，也为当地群众找到了就业岗位。东葛村发展生姜种植200余亩、蔬菜大棚80余座，每天在家门口打工的群众

达230余人。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张泽斌摄

2019年12月28日一早，王喜亚就来

到自家的小面筋生产车间查看生产情况。

“和烤串摊上的大面筋不一样，小面

筋是我自己独创的，和鸭肠串一样细。”王

喜亚说。

王喜亚是武陟县大虹桥乡土生土长

的90后小伙，他的面筋事业是从鸭肠事

业“转型”而来的。七年前，从郑州铁路职

业技术学院毕业后，他返乡开了自己的鸭

肠加工厂，打响了“喜鸭肠”的品牌，巅峰

时期全国有100个加盟商。

随着产品越来越火，竞争对手层出不

穷，原料售价也水涨船高，从四千多块钱

一吨涨到了两万多块钱。

“成本越来越高，客户流失了不少，我

才意识到原材料对于食品加工行业有多

重要。”王喜亚说。

在鸭肠原材料供应上，王喜亚不占天

时，原材料市场早就被别人占领了；也不

占地利，大虹桥乡及周边，怎么看都不像

适合养殖鸭子的地方。

为了把原材料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

手上，王喜亚决定转型做面筋。“强筋小麦

是做面筋的最好原料，我要是在老家这儿

做面筋，还愁把握不住原材料？”王喜亚说。

他之所以这么自信，是因为焦作是

中国优质小麦之都，去年优质强筋小麦

种植面积达到36万亩，经检测符合国标

占比率全省第一，正适合发展小麦深加

工产业。

选好原材料后，王喜亚开了一家面筋

作坊，为解决销售问题，他另辟蹊径，仿照

鸭肠串独创了小面筋。

“消费者心理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

大家出门吃小吃，都想要少量多样，那我

就把产品做得‘小而美’，这是我做鸭肠时

得到的经验，面筋也适用。”他说。

不出所料，小面筋火了，帮王喜亚的

事业打开了突破口，面筋作坊接到的订单

越来越多。去年4月，王喜亚将作坊“升

级”为企业，注册了麦都食品有限公司，他

的面筋事业上了一个新台阶。

王喜亚自己的企业生产车间不大，日

产量只有6万串，完全满足不了订货需

求。他就带动乡亲们加入他的行列，一起

生产小面筋。

同乡56岁的荆发才就是王喜亚的“同

行”之一。他为自己家的小作坊投入了不

少，专门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建了达标的冷

库和车间。去年6月，小作坊顺利通过审

核，拿到了小作坊登记证，才开始生产。

“现在一共有10个俺家这样的作坊，

都是喜亚带着一起干的，俺开得最晚，产

量最低。”荆发才说，现在每天能有2000

多元的营业额。

在荆发才家车间里忙活的姜庭兰是

南虹桥村村民，她今年70岁了。“搁家里

没事，来赚点儿钱，这点儿活不算个啥，俺

有劲哩很。”姜庭兰说，最要紧的是，在这

儿干活按件给钱，不耽误她回家做饭、接

送孙子。

生产旺季，10家作坊能带动周边200

多个像姜庭兰这样的家庭妇女就业，每人

每月最多能增收2000元。

大虹桥乡的面筋生产正如火如荼，而

对于王喜亚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现在咱周边的面筋生产暂时用的还

是从温县、延津等地买的谷朊粉，便宜的

都要五块多一斤，品质参差不齐，供货量

也不能保证。”王喜亚说。

谷朊粉又叫作面筋粉，是从小麦面粉

中提取蛋白部分并烘干制成的，添水稍作

加工就能制成面筋。

“强筋小麦一斤才一块四，一斤能出

约三两谷朊粉，如果直接生产谷朊粉再加

工面筋，能节省不少成本。我计划建一家

谷朊粉加工厂。”王喜亚说。

不过，现在麦都公司和周边的小作

坊体量不大，对谷朊粉的消耗量还不值

得专门建厂。去年八九月份，业内知名

企业三只松鼠、良品铺子的采购经理来

他的公司“验厂”，因为生产规模较小，双

方没有达成合作。

情况在好转。“现在周围不少食品厂

也开始生产小面筋，我希望我的合作伙伴

和竞争对手都越来越多，以后在大虹桥乡

也能形成一个面筋产业集群，谷朊粉厂就

能发挥优势了。”王喜亚说。

谷朊粉厂建起来，补齐小麦深加工的

产业链，焦作的“粮食安全”就能真正成为

王喜亚的“事业保障”。

“到时候，说不定也能建一个‘面筋小

镇’，跟咱焦作这个‘中国优质小麦之都’

一起火起来。”王喜亚说。

本报讯 2019年 12月 31日，豫视

频上线暨“大河拍手”内容生态建设启

动仪式举行。这意味着，“豫直播”将

实现全面升级并更名为“豫视频”，并

打造国内头部资讯类短视频平台。与

此同时，豫视频还将通过“大河拍手”

内容生态建设，让更多优质短视频“唱

主角”。

启动仪式上，发布了“大河拍手”内

容生态建设方案。该方案计划在大河

报范围内以PUGC的模式组建“大河拍

手”；借助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更多优质

媒体资源，发展更多“大河拍手”运营矩

阵。此外，还将联合UGC（自由拍手），

发掘更多的线索资源以及优质创作者，

从而搭建完善的内容生态体系，形成内

容生态闭环。

据介绍，“大河拍手”内容生态建设

计划定位“共建”，而非“独家”。2020

年，计划在大河报以及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更多优质媒体资源中，培育50个以上

优质“拍手”机构。未来3年内，优质“大

河拍手”至少达到5000人。

内容上，豫视频对频道和栏目进行

了重新梳理，新上线频道有热门、有料、

面孔、看见、零距离、片场、萌主等。技术

方面，还将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用

户体验。 （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杨青 通讯员瞿潇）

2019年12月30日，记者从省林业局了

解到，近日省林业局下文批复同意新密

洧水河等24处湿地开展省级湿地公园

试点工作。目前，我省已有省级湿地公

园（试点）36处。鹿邑涡河、临颍黄龙两

个省级湿地公园试点已通过省林业局

验收，成为我省首批省级湿地公园。

省林业局湿地管理处处长卓卫华

介绍，2019年是我省湿地公园试点建设

任务最重的一年，也是湿地保护修复成

效显著的一年。部分湿地保护区和湿

地公园通过开展湿地保护与修复，生态

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提高。各省级湿

地公园（试点）单位将建立管理机构，完

成湿地公园立桩标界，健全各项规章制

度，逐步建立保护管理与合理利用的保

障机制。湿地公园建设过程中将依法

保护相关利益者的权益，保障省级湿地

公园试点工作的健康推进。

本报讯（记者田明）2019年12月31

日，省气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

2019年河南十大天气气候事件：1.年初

雾霾严重影响空气质量和交通安全；2.6

月上旬大风冰雹暴雨等强对流天气频发；

3.入冬以来全省温高雨少暖冬趋势初现；

4.年内阶段性气象干旱严重不利农业生

产；5.1月底豫东豫南暴雪改善空气质量；

6.8月上中旬强降水导致多地出现洪涝灾

害；7.3月底商丘市虞城县局地尘卷风引

发关注；8.6月上旬全省出现今年最强区

域性暴雨；9.年内温度明显偏高影响季节

转换；10.4月上旬全省大到暴雨明显缓解

旱情。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2020年1月

1日零时起，全国统一取消高速公路省

界收费站，实现电子不停车快速通行，

我省30个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同时取

消，ETC新旧系统顺利切换。此次我省

取消的30个省界收费站，与安徽、湖北、

陕西、山西、山东、河北6个省份相邻，包

括了进出河南所有的高速公路省界。

新系统的正式并网启用，开启了高速公

路联网收费由最短路径计费转为分段

计费的新篇章，是建设交通强国的重要

里程碑，更是推动我省交通强国试点省

份建设的重要举措。

通过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我省新建 ETC 门架 1107 套、ETC 车

道 1696 条、入口称重检测 407套；改

造省级联网收费中心1处、分中心63

处；完成网络安全升级、干线通信系

统升级、国产密码算法升级等重点配

套工程。截至2019年 12月 31日，我

省ETC用户总量达到 1239.67 万，实

现在籍车辆ETC安装率 82.05%的目

标；ETC 入口通行使用率达 90%以

上。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不是

取消收费，而是在拆除省界实体收费站

的同时，通过技术手段实现车辆跨省行

驶时不停车快捷交费，是收费方式的改

变。”河南省高速公路联网公司副总经

理刘皓说。

本报讯（记者李政）2020年1月1

日，记者从郑州市卫生健康委获悉，从

2019年12月31日零时开始，郑州市公

立医院全面取消医用耗材加成，并同步

执行调整后的医疗服务收费标准，通过

此次调整，新的价格收费标准中，大型医

用设备检查治疗和检验等项目价格有所

下降，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医

疗服务项目价格（如门诊诊察、手术、治

疗、病理、护理、中医等）有所上升，而价

格调整的医疗服务项目属于医保支付范

围的，全部按规定纳入医保报销。

此外，郑州市将统一开展药品、耗

材联合议价和带量采购，进一步降低药

品、耗材采购价格；配套推行日间手术、

按病种收付费改革、“两病”患者门诊用

药医保保障等多项政策，有效减轻群众

就医负担；加强公立医院辅助药品、高

值医用耗材使用管理，进一步规范医疗

服务行为，进一步减轻患者负担。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黄晨）

2019年12月31日，记者从郏县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了解到，经过历时8个月的宣

传推荐、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郏县旅游

特色品牌评选结果新鲜出炉。

为进一步挖掘和培育旅游产业链条，

郏县开展了这次旅游特色品牌评选活动。

具有地域特色的郏县饸饹面、豆腐菜、

炖三宝、红牛肉、烧鸡、羊肉面条、烧兔、烩

馍、烧羊肉、豆沫入选郏县“十大美食”。

安良镇丁李庄村、堂街镇临沣寨村、

冢头镇李渡口村、薛店镇吕沟村、渣园乡

渣园村、李口镇张店村、黄道镇纸坊村、

茨芭镇山头赵村、姚庄乡小张庄村、广天

乡邱庄村入选郏县“十大美丽乡村”。

御花园大酒店、赵记羊肉饸饹、姚庄

禹泉楼、许记饸饹旗舰店、老字号张记朝

阳饸饹店、任氏瓷业展示店、邱庄一鸣书

居、宋仨十香牛肉、赵家风味豆腐菜、吊

三锅饭店入选郏县“十大旅游特色店”。

三苏园景区、知青园景区、曹沟八路

军豫西抗日根据地景区、秋韵眼明寺、姚

庄布朗茶驿、郏县文庙、郏县明清临沣

寨、书香李渡口、春到紫云寺、乡村古韵

山头赵村入选郏县“十大美景”。

薛店石磨面粉、铸铁锅、郏县唐钧、

姚庄金镶玉、长桥郭薯记秘制芥菜丝、郏

县中原红口乐、郏县红牛肉、岭珺纯粮米

醋、绿禾富硒杂粮、黄班长豆腐菜及饸饹

面入选郏县“十大特产”。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2019年12月

31日，信阳市浉河区董家河镇睡仙桥村文

化广场上热闹非凡，该村庆祝2020年元旦

举办孝善敬老、星级文明户表彰暨信阳菜

宴活动在这里举行。该村4位好媳妇、7位

好婆婆、5户星级文明户受到表彰。

活动期间在村部设置义诊台，浉河区

第三人民医院的专家前来坐诊，为村里的

老人、贫困户等提供义诊服务。睡仙桥村

“两委”向全村80周岁以上老人及建档立

卡贫困户中60周岁以上老人发放了慰问

品，表达对老人们的关怀，营造尊老爱老

的良好风气。村级丽人舞蹈队跳着欢快

的舞蹈，让现场老人乐开怀。

浉河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汤宏涛介绍，

自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以来，各个行政村的

广场文化活动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

2019年度，村级广场文化活动成了常态，

通过典型示范作用，营造浓厚的“孝老爱

亲”舆论氛围，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助力浉河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再上新

台阶。

豫视频上线暨“大河拍手”
内容生态建设启动仪式举行

1989年裴社奇开始写第一本工作日志，2019年裴社奇写完了第30本工作日志。30本
工作日志见证了——

一名税务局长的税收人生

小面筋串起致富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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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刘俊强

郏县旅游特色品牌评选结果发布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蔡彦
玲）深冬季节的黄河滩区，由于连续多

天的雾霾天气，严重影响了迁徙候鸟的

觅食。为了避免那些迁徙途经郑州黄

河湿地的候鸟因觅不到食物冻饿致死，

2019年 12月 31日上午，郑州市林业

局、郑州市森林公安局的“送粮大军”，

带着6吨玉米和“慰问品”来到中牟县狼

城岗岗河湿地候鸟保护站，给鸟儿送来

了第一批“救济粮”。

郑州中牟黄河滩区位于我国三大

候鸟迁徙线路中段，每年秋末冬初有成

千上万只候鸟从遥远的北半球大规模

南迁。目前中牟黄河滩区观测到的候

鸟种类由2012年的169种增长到300

多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0种、国

家二级保护鸟类30余种，灰鹤和大雁达

20000只左右。“在春节前夕，我们会定

期给鸟儿投放粮食，尤其是下雪天，地

上的食物容易被积雪覆盖，必须不间断

地给鸟儿投送，否则它们很容易被冻死

饿死。”候鸟保护队队长张彦勇说。

“原则上我们鼓励鸟类自主觅食，

所以每次投放的食物有限，以免它们养

成等待喂食的惯性而丧失原有的野

性。此次准备的6吨玉米，只是鸟类的

第一批‘救济粮’，如果不够，我们会立

即采取后备支援，确保中牟黄河滩区候

鸟安全过冬。”郑州市林业局野生动植

物保护处处长尚光铸说。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郭天
曙）2019年，邓州市把选派科技特派员

作为推进农村科技服务的有力抓手，选

派专家骨干组成科技特派员团队深入

农业生产一线，为农民提供多层次、全方

位的科技服务，形成科技特派员全覆盖，

有力地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经

济发展。

邓州市选派南阳农业职业学院15

名畜牧养殖产业科技特派员成立服务

团，围绕提升生猪产业、主攻奶牛产业、

振兴肉牛产业的发展方向，深入产业一

线，采取老百姓听得懂、用得着、使用简

便的技术服务模式，推广新理念、讲授新

技术、培育新农民。

“我们将增加选派50名特派员派

驻到村，充实科技特派员队伍，真正实

现科技特派员与农户服务零距离，全力

助推乡村振兴。”邓州市人才办相关负

责人说。

家门口把钱挣

河南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河南已有省级湿地公园（试点）36处

黄河滩区候鸟有了“救济粮”

邓州科技特派员助力乡村振兴

郑州公立医院取消耗材加成

河南发布2019年
十大天气气候事件

信阳市浉河区

村级文化活动亮点多

□本报记者 李梦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