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抵押◆上门办理◆以税定贷◆随借随还

咨询热线：（0391）3653752、（0391）3653781、（0391）3653785

纯信用贷款 以税定贷，无须抵押 额度充裕 根据年均纳税额9倍核定额度 用款便捷 按日计息，随借随还 审批高效 全线上上门办理，贷款秒批

税银通是针对诚信纳税小微企业客户的小额信用贷款产品。整合对公及零售大数据资源，精准实现企业客户画像；差异化智能审批，提升客户申贷
通过率。现已实现客户授信申请、审批、合同签约、提款、还款的全线上办理，大幅提升业务办理效率及客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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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份
我 市 就 出
现 了 春 末
夏 初 的 感

觉。最近几天，我市天气瞬间
调档到“加热模式”，昨日白
天最高气温超过 28℃。然
而，这波回暖并不意味着我
市天气就此“热”起来。

记者昨日从市气象局了
解到，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
析，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正
在袭来，预计明日起自北
向 南 影 响 我 市 。 受 其 影
响，2 月 23 日最低气温将下

降7℃～9℃。
今日至后天我市具体天

气预报如下：2 月 22 日，晴
到多云，偏西风 4 级转东北
风 3 级至 4 级，气温 9℃～
17℃；2 月 23 日，多云，东
北风 4 级，气温 5℃～11℃；
2 月 24 日，多云到阴天，有
小到中雨，山区部分地区有
雨夹雪，东北风 3 级，气温
2℃～8℃。

气象专家提醒，冬春转
换时节，气温起伏较大，需
要注意保暖，厚衣服还不能
完全收起来。 李 秋

冷空气来袭
厚衣服穿起来

本报讯（记者李秋）春节长
假，市公交集团公司1000余名干
部职工坚守工作岗位，严格疫情
防控，加强安全生产和优质服
务，我市46条公交线路，投入运
营585台公交车，共计发车1.4万
余趟次，累计安全运送乘客70万
人次，圆满完成春节假期公交运
营保障工作。

为方便市民春节期间到大沙
河湿地公园游玩，市公交集团公

司2月14日开通大沙河湿地公园
公交专线，从焦作火车站南广场
发车，途经王府井百货、普希顿
花园、焦作万达广场、焦作迎宾
馆到达大沙河湿地公园。对途经
焦作影视城、缝山公园、龙源湖公
园、森林公园部分景点的13路、39
路等线路加密发车班次，方便春
节期间市民踏青游玩。同时，该
公司利用大数据分析平台等信息
化手段，做到运力精准投放、班次

科学投放、乘客出行便捷。
春节期间，该公司坚持从严

从细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部
署，要求所有驾驶员、现场管理
人员上岗期间规范配戴口罩，严
格执行“停车必消毒、一趟一通
风、消毒全覆盖”、乘客乘车实
名制、提醒乘车作好个人防护
等，同时根据我市疫情防控要
求，及时调整防疫标准，最大程
度减少交叉感染风险。

春节长假焦作公交安全运送乘客70万人次

据新华社长沙2月21日
电（记者帅才）春季是适合
养生的好季节。中医专家指
出，春季养生应当扶助阳
气，调畅肝胆气机，注意情
志调养和运动养生。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旷惠桃教授说，人
在 春 季 要 注 意 情 志 调 养 ，
做 到 心 胸 开 阔 ， 乐 观 愉
快，不使情绪抑郁，让情
志生机盎然，以保持意气
风发的精神状态。人们在
春季进行情志调养，应重
在养肝气。

专家建议，春季运动养生

的原则是“小运动、渐进式”，
人们在春天开始锻炼时，要循
序渐进，注意阳气提升，可以
选择散步、爬山、打球、跑步、
做操、打太极拳等运动，舒缓
筋骨，吐故纳新。

旷惠桃教授提醒，老年
人在春光明媚之时，可以在
户外进行一些舒缓的运动，
促进新陈代谢。老年人最好
从舒缓的小运动开始，观察
一周左右，适应后再逐渐增
加运动量；要避免负重运动
和长时间爬山，运动之前要
做好准备活动，避免发生意
外和运动损伤。

中医专家支招春季运动养生

本报记者 赵改玲

逛超市，免费塑料袋一拿就
是十几个；到集贸市场，买几样
菜就用几个塑料袋，这是不少人
的习惯。然而，其背后是对环境
的长期污染。焦作市十三届人大
四次会议和焦作市政协十四届四
次会议召开在即，将要出席两会
的多名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
接受采访时呼吁：为了我们的环
境，请限用一次性塑料袋。

2020年年初，国家发展改革
委、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关于进
一 步 加 强 塑 料 污 染 治 理 的 意
见》，分2020年、2022年、2025
年三个时间段，明确了加强塑料
污染治理分阶段的任务目标。

新版“限塑令”落地后，我
市部分行业同样受到影响。目
前，全国范围餐饮行业禁止使用
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地级
以上城市建成区、景区景点的餐
饮堂食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
一次性塑料餐具。

就新版“限塑令”落实情况，
记者近日到市场上进行了调查。

万达广场、丹尼斯百货、王
府井百货等大型商超内的饮品
店、快食店内，可降解的纸质吸

管、塑料吸管已经取代了过去的
不可降解塑料吸管。堂食的一次
性餐具，也已经换成了木质刀、
叉、勺。

目前，我市多家大型饭店提
供的打包餐具均为可降解餐具。

“虽然这些餐具比小饭店里提供
的餐具贵，但使用放心，不用担
心对身体有害；还可以为环保事
业作贡献。”在清阁苑政二街店
就餐的市民吴楠表示。

市人大代表张燕梅说，限塑
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比如商
场，建议多推广使用环保布袋、
纸袋等非塑制品和可降解购物
袋，外卖禁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餐饮禁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
管，星级宾馆、酒店不主动提供
一次性塑料用品等。

张燕梅发现，对白色垃圾的治
理，市民环保意识的提升起到重要
作用。她发现，她所工作的商
场，使用环保袋的消费者增多，
尤其是年轻人，更有环保意识。

张燕梅说，正如一篇报道所
说，消除白色污染、塑料危害，
既要按照国家安排，坚决打赢污
染防治攻坚战，坚定有序推进实
施“限塑令”，让蓝天碧水青山
环境美更快回归，更要从每个人
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入手，大

力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开展绿色
家庭创建活动。绿色生活，立足
减少家庭能源资源消耗，包括节
约用水用电、节约每一粒粮食、
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和包装袋，
少用塑料制品等内容。

张燕梅建议，从娃娃抓起，
从自身做起，从习惯改起，少用
或者不用一次性塑料袋，提个竹
篮买菜，就能让生态文明、绿色
生活离我们更近。

市政协委员秦云健说，白色
污染已成为一大公害，对生态环
境造成严重影响。近年来，国家
加大了白色污染的治理力度，倡
导减少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但
从实际情况看，塑料袋使用量并
无明显减少，与群众日常生活密
切相关的商场、超市、药店、菜
市场等，仍在大量使用一次性塑
料袋。譬如菜市场，市民在购买
茄子、黄瓜、辣椒等蔬菜时，多
数人仍要使用一次性塑料袋，造
成大量白色污染。

为减少商超、菜市场一次性
塑料袋使用量，秦云健提出以下
建议：一是倡导自带购物袋或者
商超仅提供收费合规塑料袋，除
购买肉类等必须使用塑料袋的情
形外，购买茄子、辣椒等类蔬菜
不得单独提供塑料袋，有效减少

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二是由商
超统一提供合规塑料袋。个体商
户使用的塑料袋由商超统一提
供，不得自行从外部购买使用，
以统一掌握塑料袋整体使用情
况。三是提高塑料袋价格。除成
本外，建议塑料袋价格增加加价
部分，该部分作为调节塑料袋使
用的经济手段，纳入地方财政收
入；由地方政府通过招投标方式
确定供应合规塑料袋的厂家，各
大商超、菜市场应统一使用中标
厂家提供的合规塑料袋，从而促
使人们培养自带购物袋的习惯，
减少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四是
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广大人民群
众的环保意识，主动减少塑料袋
的使用。

在网上，不少焦作网友也非
常关注“限塑令”。

网友“@风起云烟”说：他
特别喜欢喝奶茶，看到包括麦当
劳、蜜雪冰城等店铺过去提供的
普通塑料吸管现在变成了纸质吸
管或者直接提供不需要吸管的直
饮杯子，他大力支持。可纸质吸
管会变软、口感差、不回弹、不
容易戳破饮料塑封膜，建议有好
的替代品，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
支持限塑。

网友“@沁泉湖”说：这几

年限塑，真是对周边人影响挺大
的，大家的文明意识也很强。她
在市新华书店、多家药店看到，
店内都贴有公告，呼吁积极响应
国家限塑号召，不再使用非降解
塑料袋，也不提供非降解塑料
袋。

网友“@轻风扬”说：限塑
是为了保护环境，需要每一个公
民的支持和参与。每个公民都过
上绿色生活，那么我们的环境就
会更美。比如，点外卖时注明不
需要一次性餐具、出门尽量乘坐
公交车或骑自行车等。

塑料袋虽方便，但污染严
重，请大家少用或不用塑料袋！

保护环境，请限用塑料袋

明日话题

微两会将聚焦人民群众健
康问题，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