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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王昭）金
秋时节，秋高气爽，正是出游
好时节，云台山景区继推出对
焦作人免门票的优惠政策后，
又再次升级福利，对河南全省
工会会员免门票。

据了解，即日起至今年12
月 31 日 （十一假期除外），无
须团队预约，河南全省工会会
员凭本人河南省工会会员卡及
身份证，购买 60 元/人交通费
即可免门票畅游云台山 （交通
票连续 3 天有效，各景点不能
重复游览）；凭本人河南省工会
会员卡及身份证，购买 30 元/
人交通费即可免门票畅游青龙
峡，购买 25 元/人交通费即可
免门票畅游峰林峡。另外，活
动期间（十一假期除外），入住

云台山文化旅游学院酒店可享
受 8 折优惠，入住云武堂酒店
可享受8.5折优惠。

笔者在云台山景区了解到，
针对登高踏秋之旅，云台山凤凰
岭索道与云台山攀岩又推出联
名特惠：9月1日至9月30日，游
客购买凤凰岭索道票后，可凭购
票凭证到云台山攀岩售票处，换
购优惠票体验云台山攀岩，保险
5元另购。云台山凤凰岭索道总
长 1700 米，斜线总高差 686 米，
游客乘坐索道仅需6分钟即可到
达峰顶，穿云破雾，飞云直上，看
山峦起伏，万千美景皆在脚下。
云台山攀岩路线全长288米，最
高落差80米，攀岩游客身体紧贴
悬崖绝壁，隔空对望，踏风行走，
惊险刺激，锻炼胆量。

云台山对河南全省工会会员免门票

本报讯（通讯员王昭） 9
月12日，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
厅、洛阳市人民政府主办，洛
阳旅游发展集团承办，以“文
旅中原、融通世界”为主题的
第三届中原国际文化旅游产业
博览会在洛阳市会展中心举
行。此次博览会以国际化、专
业化、市场化为导向，力求打
造一站式中原文化旅游产品展
示、交流、交易平台。

作为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
园、国家 AAAAA 级景区，云
台山景区受邀参加了本届博览
会。在博览会现场，云台山景
区通过展出图片，播放视频，

发放宣传册、文创产品等多种
形式，向与会嘉宾及参观者全
面展示云台山景区的秀美风光
和优质的管理服务。云台山独
特的自然风光、深厚的文化底
蕴吸引了许多人驻足观赏和咨
询。

据了解，此次博览会将持
续至 9 月 14 日，共安排文化、
旅游、会展、线上惠民、线下
直播等多项活动，每天19时30
分还举办内容丰富的演出，包
括乐队表演、个人演唱、器乐
演奏、舞蹈、走秀等多种演艺
形式，成为本届博览会的一大
亮点。

云台山亮相第三届
中原国际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

据统计，我市中小学校
校外午托部超过1000家。对
校外午托部的管理，涉及教
育、市场监督管理、卫健、
公安、消防等多个部门，但
目前在国家和省级层面没有
专门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厘
清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职责、
权利，理顺监管机制体制，
出台校外午托部管理办法，
逐步将校外午托部纳入有序
监管，保障在托中小学生安
全健康成长，已成当务之
急。促进午托行业健康发
展，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观点1+1】
@刚柔v：建议对午托

机构实行资格认证，并制定
严格的“衣食住行玩”安全
标准，严把安全关，确保合
法经营，让孩子高高兴兴
去、安安全全回。这样，家
长才会放心。

@胜平王大头：没有规
矩，不成方圆。希望早日出
台相应的管理制度，让午托
机构有标准可循，通过行
政、法律和经济等手段，鼓
励、引导、规范午托行业健
康发展。

@阳光下的一颗小冬
菇：监管部门应尽快出台校
外午托管理办法，并进行有效
监管。午托从业者应规范经
营，切实保障中小学生的身体
健康和饮食安全。学生家长
如必须将孩子送去午托机构，
一定要选择管理规范、食品安
全有保障的午托部，既让自己
安心，也让孩子舒心。

@益昌人：加强对午托
行业的监督管理，总结行之
有效的管理经验，为立法决
策提供依据，这种办法好。

我国午托行业发展速度快，
监管必须跟上，绝不能缺位。

@贵贵的蒲公英：有关
部门除了要对午托机构加强
监管，还应该出台收费管理
政策，明确收费责任主体，
避免给学生家长带来过重的
经济负担。

@薍 ovo：我 认 为 学
校、家庭、社会三方共同参
与管理，可以有效规范午托
机构的经营行为，防止监管

“真空”的出现。
@奇奇公子倾城恋：希

望可以建立行业协会，形成
规章制度，引导午托机构加
强行业自律，提升发展水平。

@柒秋叶初凉222：建
议引入公众监督机制，发动
媒体、家长和社会力量对午
托机构进行监督，促进午托
行业规范发展。

@奥特曼小豆豆豆：校
外午托的收费和资质都是关键
问题，其实家长的负担挺大
的。如果学校开设午休中心就
好了，费用可以照收，家长更放
心，也免得孩子来回奔波。

【下期话题】

金秋助学暖人心
奉献一分真诚的爱心，

温暖一个困难的学生。9月9
日上午，我市举行“焦作有
爱·金秋助学”精准扶贫资
助贫困家庭大学生活动，现
场发放65万元助学善款，资
助 130 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家
庭大学生。对此，你怎么看？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
关注 《焦作日报》 官方微
博：@焦作日报）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
记者 郭 剑

【今日话题】

促进午托行业健康发展

近日发现，有非法人员以帮助申请公租房和确保分配到某个公租房为
由索要钱财进行诈骗活动。现郑重声明，焦作市公租房申报全流程均不收
取任何费用，资格审核由社区、街道办事处、区住房保障部门受理审核。
分配过程阳光透明，实行电脑摇号选房，公租房摇号、分配、选房现场由
公证处全程监督公证，确保社会公共资源得到公平善用。

请申请公租房的家庭不要轻信社会上个别不法人员的传言，避免上当
受骗遭受财产损失。如发现不法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或向市、区住房保障部
门进行举报。

举报电话：解放区：2602768-617 山阳区：2105878
中站区：2049464 马村区：7393392
示范区：3566021 市住房保障中心：2927108

焦作市住房保障中心
2020年9月8日

声 明 通 告
焦作星凯置业有限公司将开发的位于解放区解放西路和普济

路交叉口西北角的星凯中心项目17号住宅楼、18号住宅楼、6号
商住楼、7号商住楼部分在建工程（其中17号住宅楼24套、18号
住宅楼4套、6号商住楼1套、7号商住楼3套，总面积4391.62平
方米） 抵押给焦作解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贷款抵押。
如有异议请及时与我方联系。

特此公告
星凯置业联系电话：（0391）3652727
解放农商银行联系电话：（0391）2973277

焦作解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星凯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4日

公 示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焦作监管分局批准，颁发孟州射阳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示：
机构名称：孟州射阳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

算；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
项；经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经上级行授权的其他业务（依
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7月20日 住所：孟州市合欢南路299-32号
机构编码：S0041S34108000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焦作监管分局
许可证流水号：0589853
发证日期：2020年7月21日

孟州射阳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好奇心是人的天性，对科
学兴趣的引导和培养要从娃娃抓
起……”9月11日的科学家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指明
了一个准确的方向，其思想内涵更
引人深思。

古往今来，许多成就斐然的科
学家，他们的事业往往萌生于青少
年时的兴趣，沿着兴趣的指引走下
去，最终开拓出成功的路径。面对
充满未知的世界，哪个孩子不是天
生的“十万个为什么”？谁的少年

时期没有对大自然的奥秘讶异和着
迷过？好奇心是人类探索未知的原
动力，是孩子进入科学世界的敲门
砖、金钥匙，是培养未来科学家的
起点。如何正确引导和守护这分好
奇心，是一门大学问。

总书记指出，人才是第一资
源。如何培养科技人才，兴趣是最
好的老师。但因好奇心而引发的兴
趣也像小树苗一样珍贵而脆弱，需
要悉心呵护。守护青少年的好奇心
和创造力，要把教育摆在更加重要

的位置，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培养
学生求知创新意识、加强基础学科
建设……只有足够的养分才能让小
苗长成参天大树。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好奇心
是探索科学规律、进行科学创造的
源泉。实现“从 0 到 1”的基础研
究，更需要恒久的好奇心，并激发
出无穷的毅力和耐心。守护科研工
作者的好奇心，要为自由探索和充
分的交流辩论营造空间，为大胆假
设、认真实证、勇于创造、敢于质

疑提供土壤，对勇闯科学“无人
区”的开拓探索、“甘坐板凳十年
冷”的潜心研究报以奖励。

20多年来中国公民科学素质从
低起点快速跃升；深入乡村的科普
大篷车走遍全国行程 4000 多万公
里；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近年来
带数万名中学生走进名校体验科学
魅力；一座小小的农村科技馆让江
西省寻乌县寻乌中学掀起物理学习
热潮，接连有优秀毕业生到更高的
学府逐梦……当更多的青少年热爱

科学、乐于求知、勇于探索、勤于
实践，不论未来他们是否选择从事
科学研究，所培养出的科学精神素
养，一定会让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受
益良多。

当看到孩子因追求科学知识而
闪光的双眼时，看到他们为满足好
奇心的一步步求真的举动时，我们
愿意相信，他们也许就是明天的科
学家，祖国未来科学的浩瀚星空将
群星闪耀。

培养未来科学家，从守护好奇心开始
□温竞华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不断压减，
审批流程持续优化简化，商事制度
改革推向纵深……通过大力推进一
系列“降门槛”改革举措，全社会
创新创业的热情被进一步激发，市
场主体日趋活跃，7月底时全国登
记注册的市场主体已达1.32亿户，
改革成效显现。

需要重视的是，目前一些地方
“准入不准营”的现象依然存在，
民营企业等市场主体在竞争中仍遭
遇各种“卷帘门”“玻璃门”“旋转
门”。把该降的门槛降到位，对各
类主体一视同仁，下一步要注重在
审批许可、招投标等方面“一碗水

端平”，真正实现规则平等、权利
平等、机会平等，市场创新活力就
能进一步喷薄而出。

门槛降下来，监管要跟上。
“降门槛”涉及监管理念与机制的
深层变化。既要做好加法，把该管
的事情管住管好，也要做好减法，把
不该限制的还给市场。无论是哪个
经济领域的改革，决不能把所有的
事情都交给市场、一“放”了之，而恰
恰是要做到事中事后监管有力得
当，才能促进市场健康发展，让企业
实实在在享受到改革红利。

门槛降下来，服务要提升。
“降门槛”不是为降而降，优化营

商环境才是目的。营商环境好不
好，全面提升服务企业的精准性、
时效性是关键。聚焦企业在生产经
营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相关部门应
问需于企、问计于企，坚决破除影
响企业发展的各类隐性障碍，打通
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让服
务措施力度更大、速度更快、效果
更好。

不断以问题为导向，直接回应
企业呼声，将“降门槛”“降成
本”等改革举措落到实处，能让市
场主体轻装上阵，留得青山，赢得
未来，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注入强大动力。

门槛降下来 监管跟上去
□王 希

⬆云台山攀岩成为游客喜爱的
旅游项目。 孙庆新 摄

➡云台山瀑布成群，泉瀑争
流，吸引众多游人。

郭浩杉 摄

在第三
届中原国际
文化旅游产
业 博 览 会
上，云台山
景区工作人
员向参观者
赠 送 纪 念
品。
云 婧 摄

云台山掀起观瀑热潮。 孙庆新 摄

轻装上阵
朱慧卿 作 （新华社发）

本报讯（通讯员陈颖）秋景
引闲步，山游不知疲。9月初秋，
正是登山出游的好时节，云台天瀑
气势磅礴，潭瀑峡中群瀑争流，高
山峻岭、密林云海美不胜收。云台
山景区适时举办云台山观瀑节，邀
请大家来观瀑，还贴心推出新举

措，为焦作人免门票。
据悉，此次免门票活动针对所

有焦作人，包括市区、各县（市），时
间为9月1日至9月29日，凭本地
身份证、居住证，购买 60 元/人交
通费即可享受免门票入园的优惠
政策（交通票连续3天有效）。

活动期间，游客可凭焦作市
区、各县 （市） 身份证在云台山
景区官方微信实名购买交通票，
无须取票直接刷身份证入园；身
份证号码不是焦作地区范围内，
但住址为免票地区或长期在免票
地区居住的游客，可凭身份证、

居住证在景区售票窗口购买交通
费，刷IC卡入园；无身份证的儿
童，凭社保卡在景区售票窗口购
买交通费，刷IC卡入园。

连日来，在云台山泉瀑峡景
点的尽头，单级落差达 314 米的
云台天瀑飞流直下，状若白练开

山而出，声如雷鸣气势磅礴，蔚
为壮观。在潭瀑峡景点，泉瀑相
依，既有如新娘面纱的水帘瀑，
又有如爱人缠绵私语的情人瀑，
更有如龙凤飞舞的龙凤瀑，以及
许多不知名的瀑布，相映成趣，
美轮美奂。

知秋九月 观瀑时节

云台山景区对焦作游客免门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