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马月红" 昨日#记者

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企业养老

保险中心获悉#今年#我市灵活就业人

员缴纳企业养老保险费实行银行代缴

代扣$ 这意味着我市的灵活就业人员在

参加企业养老保险时#不用再到当地社

保经办机构缴纳养老保险费#可以由银

行代为扣除$

市人社局企业养老保险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从
!""#

年开始#我市允许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养老保险 #如

今#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参加企业养老

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越来越多#灵活就

业人员的参保率也越来越高$ 然而#在

具体工作中#他们发现#一些参保的灵

活就业人员经常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及

时缴纳养老保险费$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市人社局企业

养老保险中心从创新服务%便民利民的

角度出发#曾在市区范围内试行过企业

养老保险费由银行代缴代扣业务$ 经过

一段时间的试行#该业务受到参保人员

的欢迎 $ 因此#市人社局企业养老保险

中心决定在全市范围内推广该项业务#

让更多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从中受益$

&灵活就业人员只需到指定银行办

理存折或者银行卡#然后与银行%人社

部门签订三方合作协议就可以实现企

业养老保险费代缴代扣$ '该负责人介

绍#该项业务的推广#将使我市参保的

灵活就业人员随时随地掌握自己的养

老保险缴费情况$

近日 # 郸城县李楼乡贺庄小学全

体学生每人领到一套崭新的校服 $ 这

是贺庄行政村外出创业成功人士刘天

然花了近
#

万元为近
$""

名学生量身

定做的$

说起刘天然 # 贺庄行政村党支部

书记刘克清赞不绝口地说 (&刘天然外

出创业 # 事业有成 # 但他致富不忘桑

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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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听说村里要修柏油路 #他

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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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

!"&'

年 # 当看到贺庄小

学校园道路坑坑洼洼 #他出资
&"

万元

硬化了校园路面)

!"&'

年#几个自然村

要修村间路 #他又捐资
("

多万元**

多年来 # 刘天然个人捐款达
$""

多万

元#为家乡办了很多好事%实事$ '

近几年来 # 贺庄行政村旧貌换新

颜 #社会和谐 #经济发展迅速 $ 目前 #

在刘天然的带动下 # 当地群众互帮互

助 % 共同致富 # 热心公益的人越来越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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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窦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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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邵

陵至周口西第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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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伏线路工程建

成投运$ 周口供电公司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该工程的建成投运#使我市电网供

电能力提升了
$"*

# 将彻底解决我市今

年夏季高峰期间电力紧缺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空调

等大功率电器已经非常普及# 但是由于

多种原因#每到用电高峰#我市电力供应

便会持续紧张# 严重制约了地方经济发

展$

该负责人介绍# 为了解决我市电网

供电能力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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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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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河南

省电力公司开工建设邵陵至周口西第三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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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伏线路工程$ 该工程西起
'""

千伏漯河邵陵变电站# 东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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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伏周

口西变电站#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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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配套建设的

!!"

千伏线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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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 工程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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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是我省迎峰度夏的重点项目$

本报讯 为严防严打暴力恐怖犯罪

活动#有效维护公共安全#鼓励广大人

民群众踊跃举报涉恐涉暴线索 #

#

月

!"

日#周口市公安局正式对外发布+周

口市举报暴力恐怖违法犯罪线索奖励

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 +办法,规

定# 群众向公安机关举报暴力恐怖违

法犯罪线索#最高可获
'

万元奖励$

周口警方有关负责人称# 如果群

众和组织发现或知悉涉恐涉暴线索 #

可直接拨打 &

&&"

'或公安机关公布的

其他报警电话举报# 也可以通过信件

向公安机关举报# 还可以直接到公安

机关或向执勤民警当面举报$ 对于公

民和组织举报且被采用的暴力恐怖违

法犯罪线索# 根据其为防范或侦破暴

力恐怖案件% 抓捕暴力恐怖违法犯罪

分子等发挥的作用和效果# 公安机关

将对举报人给予物质奖励# 发放一定

的奖金#并保障举报人的安全$ 对于为

警方提供重要有效信息线索的群众 #

警方将给予其
!"""

元至
'

万元不等的

奖励$ 但对于举报人提供的线索在防

范或侦破暴力恐怖事件中发挥特别重

大作用%贡献特别突出的#奖励金额不

设上限$

该负责人表示# 全市所有旅店业

工作人员% 房屋出租人要严格执行实

名登记规定#一旦发现住宿旅客%承租

人有违法犯罪嫌疑的# 应及时向公安

机关举报$ 对违反实名登记规定或知

情不报的#将依法追究责任$ 对有关企

业%商户%从业人员要严格落实相关销

售实名登记管理规定#严禁非法制造%

买卖%运输%持有%使用各类枪支弹药%

爆炸物品 %易燃易爆物品 %制爆原料 %

剧毒化学品%管制器具等危险物品#一

旦发现违法犯罪可疑人员# 应及时向

公安机关报告# 违反规定造成危害后

果的#将依法追究责任$ 对知情不报%

包庇 %窝藏 %帮助暴力恐怖分子 #借举

报之名实施诬告陷害他人#编造%传播

虚假恐怖信息#谎报警情等行为的#将

依法追究责任$ !郁发顺$

本报讯 !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焦

阳"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

高#大家的健康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花

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健步走上一段

不算太长的距离#不仅锻炼了身体#还

有可能获得惊喜大奖$日前#众多市民

和社会团体踊跃报名参加&华耀城杯'

周口市全民健身月% 市三运会先期项

目比赛启动仪式暨庆&五一'全民健身

健步走活动$

市民王先生在电话预约报名时称

赞该活动很有意义$ 他说#在汽车%沙

发%躺椅的舒适生活中滋生了高血脂%

高血糖%高血压等病症#让大家不得不

重视健康问题#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正

在为减肥苦恼的市民李先生说# 自己

一直想加强锻炼却懒得动# 这次人多

又热闹还有大奖的诱惑# 他绝对不会

错过$

众多企业和社会团体也看上了这

个展示自身形象的好机会# 纷纷报名

参加健步走活动$ 一些学校不仅准备

在服装%旗帜上有所创新#还专门设计

了口号要在活动当天响亮喊起来$

据了解#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

节#活跃群众体育文化生活#展示市重

点工程项目建设成就# 促进商贸物流

产业发展# 为争创省级文明城市宣传

造势#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举办

周口市全民健身月% 市三运会先期项

目比赛启动仪式暨庆&五一'全民健身

健步走活动$

周口警方出台奖励措施
!鼓励群众举报涉恐涉暴线索

市民踊跃报名参加健步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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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焦

阳" 健步走要讲科学$对此#记者就健

步走中需要注意的问题采访了有关

专家$ 专家提醒# 和其他健身方式相

比#健步走虽然几乎是&零门槛'#但这

种健身方式也需要科学指导%科学计

划%量力而行$

腰背挺直$ 健步走时# 身体尽量

端正#颈椎%脊椎成一直线#眼睛不要

往上看或者往下看#最好是直视前方$

要放松肩膀#不要刻意保持一种固定

的健步走姿势 #以免颈部 %肩部出现

不适$

收紧小腹$ 挺着小肚子走路#不

仅姿势不好看#且走起路来比较吃力#

不容易达到健身效果$ 健步走的时候

要慢慢收紧小腹#再随着运动的频率

慢慢舒展#一收一舒之间能很好地锻

炼腹部肌肉$

不可肢体乱扭$ 有人健步走的时

候喜欢晃动手臂#觉得可以增加运动

量$ 实际上#如果手臂摆动幅度过大#

而步伐却不能与之保持一致# 反而会

降低健步走的有效锻炼水平# 会越走

越累# 速度也会越来越慢$ 正确的做

法是( 手臂放松# 让手腕自然前后摆

动#不要比肩高$

运动适度$ 入门者或很久没运动

的人#往往忽略体力及身体状况#将目

标设定得太高#反而造成负担$行走的

速度要根据自身的体能状态# 每天快

走半小时至
#"

分钟# 走到 &细汗微

出'# 年轻人心跳一般不超过
&$"

次
-

分钟#

%"

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超过
&!"

次
-

分钟#强度以感觉呼吸%心跳有点

加快#微微出汗为准$

不要戴着耳机$ 特别是对平衡能

力差的老人来说# 戴着耳机健步走会

加大摔跌的风险$ 最好不要戴耳机健

步走#可以自己轻哼歌曲#缓解疲劳$

如果一定要戴耳机# 音量以能听清旁

边人正常讲话声音为宜$

科学健步走有技巧
确保我市今夏
电力供应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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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项城市国税局在高寺镇程庄小学开展精准扶贫爱心助学活动%为该校
#%"

名留守儿童送去了价值
$

万余元

的书包&文具盒&铅笔等学习用品' 张永久 摄

刘天然!致富不忘桑梓 爱心回报家乡
!

记者 卢好亮 通讯员 刘涛市人社局推出新业务
灵活就业人员缴纳企业养老保险费实行银行代缴代扣

同爱一方热土 共绘文明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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