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08 12 13 17中原风采 22 选 5
（2017333 期）

A5编辑 张晓凤 美编 张东庚2017年 12月 7日 星期四 今晨播报

空气质量指数（AQI） 重度污染

南阳空气指数

（以上数据由南阳环境监测站 2017 年
12 月 6 日提供 陈书洁整理）

首要污染物：PM2.5 162 微克每立方米

中原文化大舞台河南省曲剧团演出周活动将在我市启动

参与投票 优秀剧目任你选 本报讯（记者 陈书洁）今日清晨 6 时 32
分，我们迎来大雪节气。进入大雪节气，天气更
冷，市民要注重日常保健，加强锻炼，减少和避
免感冒、咳嗽等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

我们一般以大雪节气作为一年中最冷天
气的开端。 大雪的意思是天气更冷，降雪的可
能性比小雪时更大了， 并不指降雪量一定很
大。 然而最近天气都非常干燥，并不具备飘雪
的条件。 一年中，这个月最应该防大病、重病。
最好是安心静养，注意呼吸系统问题，减少操
劳，特别是不要给心脏增加负担。

预计未来 3 天，我市仍以晴好天气为主，
今日有弱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市，风力渐大，气
温将有 4℃左右的下降。晴冷干燥仍是天气的
主旋律，提醒市民防寒保暖的同时，别忘了及
时补充水分。 另外，近几日我市的空气质量较
差，外出的朋友要做好防护，易感人群应适当
减少室外活动。

日前，市食药监局宛城
分局对辖区内餐饮行业开
展原材料食品安全检测活
动。 图为 12 月 6 日， 该局
仲景所执法人员在滨河路
某饭店进行蔬菜检测

本报记者 吴 秋 水 通
讯员 姜涛 苏国庆 摄

食品检测

本报讯“庆祝十九大，
讴歌新时代” 中原文化大
舞台河南省曲剧团演出周
活动， 将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至 12 月 22 日在我
市启动。 市民可以登录南

阳网专题网站（dwt.01ny.
cn）或者扫描以下二维码关
注南阳网微信公众号点击
“精彩剧目”，为自己喜欢的
剧目进行投票，每人每天可
以投 1 次， 每次选投 1 至

7 个剧目。 投票时间为即
日起至 12 月 11 日上午
12:00。 届时，我们将根据
投票选出的 7 场剧目作为
本次展演周的演出剧目。
敬请关注！ （本报记者）

今日迎大雪节气

最冷天气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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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本月起开征水资源税
居民用水价格不受影响

本报讯（记者 曹蕊）
日前， 记者从市地税局获
悉，本月起我市将以水资源
税取代水资源费。水资源费
改税遵循“税费平移”原则，
对居民和一般工商业税额
标准基本保持不变，不增加
正常生产生活用水负担。

新政策实施后， 对取
用地下水、 特种行业用水

等从高确定税额， 地下水
的税额要高于地表水，超
采区地下水税额要高于非
超采区， 超采区取用地下
水税额加征 1 至 4 倍。 市
地税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结合我
市实际情况， 征收水资源
税主要针对的是自来水管
网覆盖区域内的自备井地

下水， 不会影响城镇公共
供水价格。目前，水资源费
是城镇公共供水终端水价
的组成部分， 实行水资源
费改税后， 征收方式和税
额标准基本延续现行规
定， 不会影响居民和一般
工商业企业用水价格。“以
市民家中的自来水缴费单
为例， 居民水价由基本水

费、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
三块费用构成， 改革后水
价标准不变， 但缴费单上
列示的水资源费名目将不
再出现。 ”该负责人说。

水资源税开征后，水
资源费征收标准降为零，
直接取用地表水、 地下水
的单位和个人向地税部门
申报缴纳水资源税。

本期“晨报聊吧”话题：谈谈城
区停车难。 来听听大家的声音。

南阳人：除了近几年新建的小
区， 我市很多小区都没有地下车
库，而小区内的地上停车位又满足
不了住户停车需求，能不能让相关
部门结合实际情况，在一些临街小
区的路边划出临时停车位，每天晚
上 8 点以后至第二天早上 7 点前
可以临时停车不作处罚。

眉飞色舞： 城区已建成区域，
像一些医院、商城、学校附近应该
多规划出来一些立体停车场，能很
大程度上解决停车难问题，市民出
门办事、接送学生也能方便很多。

Sunday：地面停车位特别是免
费公共停车位处于超负荷状态，但
一些收费停车位特别是地下车库
又被大量闲置，之所以出现这种不

均衡状况，无非是收费太高、不太
方便、信息不畅三种原因，一些人
觉得收费停车位费用太高；一些人
觉得地下车库本身不太好找；一些
人觉得无法预知某地停车信息。

龙龙：我们小区车位得靠“抢”，
买得起车却找不到车位， 我现在基
本上都是上午开车上下班， 中午把
车停好后就不再开了，怕晚
上下班回来找不到地方停
车。而且小区内还经常有居
民将车辆停放在绿化带，或
者停在未划停车位的区域，
偶尔导致小区道路堵塞，引
发矛盾纠纷。

下期话题：父母老了该
不该送养老院？ （话题由橄
榄树提供 ， 奖励 50 元 ）投
稿方式：1.拨打本报新闻热

线 63505005；2.扫描下方二维码 ，
添加 《 南 都 晨 报 》 公 众 号 ， 在 “ 晨
报聊吧 ”消息下发
表评论 ；3 .发 送 评
论 至 邮 箱
ndcbxwzx@163.
com。 期待您的参
与。 （曹蕊 整理）

“晨报聊吧”热聊

谈谈城区停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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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现房写字楼 火爆热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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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海龙 通讯员 薛哲）日
前，北京德艺双馨公益基金会南阳文艺专项基
金成立大会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德艺双馨公益基金
会南阳文艺专项基金管理办法》， 并就共同推
进文艺体系建设进行了深入交流。 河南蓝翼文
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向北京德艺双馨公益基
金会南阳专项基金捐赠了首笔资金。

北京德艺双馨公益基金会南阳文艺专项
基金是由河南蓝翼文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
多家企业联合发起设立的全国性私募基金，旨
在通过资金扶持、技能培训、信息服务、政策协
调和社会倡导服务文化艺术发展，共创诚信社
会。 据悉，蓝翼文创将在 2017 年到 2037 年每
年向专项基金捐赠资金。

南阳文艺专项基金成立

蓝翼文创捐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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