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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晓升 通讯员

华蕾）平安就在您身边。5月6日上
午，平安人寿南阳中心支公司在河

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第二十二

届客服节开幕式。现场热闹非凡，

“爱读书 爱健康 爱生活”是今年平

安客服节的主题，数千名平安客户

围绕着这一主题开展了一系列亲子

游戏及“幕天捐书”公益活动，践行

“专业让生活更简单”、“创新让服务

更多元”的平安服务理念。

为了给客户带来满意的服务及

客服节服务体验，平安人寿南阳中

心支公司内外勤员工齐上阵，整个

活动计划周密，安排具体，从客户凭

平安金管家APP扫码签到入场到各
个单项活动的组织，都井然有序，打

造了一场易参与、乐体验、多互动的

客服节活动，得到了参与客户的一

致好评。

“幕天捐书”是中国平安今年推

出的一项重要的公益活动。活动现

场设立了“幕天捐书”体验区捐书

角，号召客户及社会公众一起捐赠

书籍，共建乡村课堂图书角。很多

客户带着孩子早早就到达现场，拿

着一本本整理好的图书有序排队，

认真填写捐书相关资料，把自己心

爱的书籍交给工作人员，并接下现

场工作人员颁发的捐赠感谢函。一

本本书，承载着满满的爱与希望。

此项活动将持续全年，广大居民和

中国平安客户可到平安人寿南阳中

心支公司任意营业网点的客服柜面

或下载使用“平安金管家”手机

APP，参与到“幕天捐书”的活动
中。捐赠的图书将由平安人寿南阳

中心支公司统一寄送到乡村学校，

为乡村少年带去童话的世界，有梦

想的未来。

平安人寿南阳中心支公司

举办客服节暨“幕天捐书”活动

羊角球比赛

踊跃捐书 快乐涂鸦 本报记者 孙晓升 摄

据新华社兰州5月5日电 5
日是立夏节气。立夏的到来，意

味着盛夏的正式开始，中医专家

建议立夏之后养生要“夜卧早

起”，不要宅在家。

甘肃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学

院副院长王小荣说，夏季三月被

称作“蕃秀”，是万物繁衍的季

节。夏季养生要对生活习惯做相

应调整，与自然和季节变化相适

应。王小荣说：“夏季是一年之中

日照时间最长的时候，人们要在

这个时候晚睡早起，不要刻意躲

避太阳，不要贪图阴凉舒适，要多

在日光下参加户外活动”。

许多人担心夏天阳光强烈，

可能会造成暴晒中暑，担心过强

紫外线对身体有损，专家认为这

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夏季养生最

重要的是“夜卧早起”，强调要在

晚上太阳落山和早上太阳初升、

阳光温和的时候多活动。

专家建议夏季养生还要重

视情志方面的调整，要保持身心

愉悦，不要轻易生气动怒，多关

注自然环境，把注意力向外投

射，不要总宅在家里。专家还建

议，夏季要少吹空调风扇，尽量

让人体通过正常出汗来降温。

针对现在流行的夏天大量吃冷

饮现象，专家提醒不要贪食，而

要适当进食一些温热的食物和

饮品，比如民间谚语所说的“夏

吃姜”。累累累5

立夏之后，专家建议——

养生要“夜卧早起”

本报记者 陈大公

通 讯 员 左文峰

近日，沪陕高速唐河收费站，

两辆轿车缓缓驶出出站口，唐河

警方押解着潜逃19年的命案逃
犯徐某归来。至此，“1998�6�4”
牛某被故意伤害致死案的最后一

名嫌疑人落网。

斗殴引发命案

1998年 6月 4日，时年 17岁
的徐某和杨某、刘某、孟某逛街

时，遇到了曾和刘某发生矛盾的

牛某，便开始教训牛某。不甘示

弱的牛某，拿出随身携带的匕首，

戳中徐某左胸。受伤后的徐某跑

到一肉食店，抄起一把木柄单刃

刀，刺向牛某，致使牛某死亡。

案发后，唐河警方迅速行动，

投入大量警力开展侦查工作，并

先后成功将杨某、刘某、孟某缉拿

归案，但徐某一直在逃。

此后，每个接手此案的民警

都会对案件线索进行再梳理、再

查证。然而，徐某如同人间蒸发

一样，案件一度没有任何进展。

警方全力侦破

今年“春雷”行动开展以来，

唐河县公安局对包括此案在内的

一些重大未破案案件逐起分析研

判，并将该案作为重点攻坚案件。

警方综合 19年来的侦查成
果，充分运用合成作战等新战法，

依托警用高科技产品的前沿技

术，对符合徐某人口特征的所有

人群逐个排查。在海量的信息面

前，民警检索出来的种种线索均

指向湖北宜都人“张某”。此后，

民警奔赴新野及湖北宜昌、武汉

等地，行程3000余公里，终于确
认“张某”即为徐某。

4月26日晚，专案民警赶往武
汉，并于4月27日10时许在武汉
市洪山区一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将

化名为“张某”的徐某抓获，然而，

此时的徐某已结婚有子，并成立

了电脑器材、文化创意两家公司。

嫌犯武汉落网

面对突然而至的民警，“张

某”低下了头，主动承认了自己就

是徐某。同时，他深知自己罪责

深重，请求警方让他将工作移交

后再带他离开。在被押送到警车

上之后，徐某含泪问民警：“我父

母还好吗？我奶奶还在世吗？”

经讯问，徐某作案后偷偷逃

至武汉，以“张某”的名义辗转云

南、上海等地打工，并最终落脚湖

北。为逃避警方侦查，徐某不敢

回家，他所有的银行账户、手机号

码、公司、房产等一切有关信息均

以妻子的名义登记注册。

然而，在唐河警方锲而不舍

的坚持下，徐某终于被缉拿归

案。如今，已被依法逮捕的徐某，

将要为自己年轻时所犯的错误付

出沉重的法律代价。累累累5

身负命案潜逃19年——

法网恢恢终落网

本报记者 曾庆芳

关爱老年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

标志。面对人口老龄化步伐加快的

严峻形势，我市坚持“党政主导、社

会参与、全民关怀”的方针，紧紧围

绕“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

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的

目标，强化组织保障、健全政策法规

体系、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营造

社会优待氛围，全力推动老龄事业

健康发展。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截至2015年12月，我市60岁以
上老年人口达155.7万人，占全市总
人口数的15.24%。其中，80至89岁
老年人口18.6万人，占全市老年人
口总数的 11.95%；90至 99岁老人
3.12万人，占全市老年人口总数的
2%；100周岁以上457人。

针对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

高龄化明显的现状，我市强力构建

“大老龄”工作格局，市老龄委成员

单位增至34家，建立成员单位联络
员制度，在市、县、乡三级设立老龄

工作机构，推动老龄工作有力、有

序、有效开展。

我市不断加大对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投入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民办

养老机构通过新建、改扩建和租赁

增加的养老床位，分别给予每张床

位不低于1500元、1000元的建设补
贴；按照入住本地户籍老年人(必须
入住3个月以上)数量，给予每张床
位每月不低于60元的运营补贴。去
年7月1日起，我市对高龄津贴发放
进行了提标扩面，对年满90周岁的
本市户籍老年人按月发放高龄津

贴，90至99岁每人每月60元，100周
岁以上每人每月300元。

提高老人生活保障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城乡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 356个，床位数

11084张。同时，我市还切实加强机
构养老建设，目前全市共有各类养

老服务机构 353家，养老机构床位
49295张，平均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
老床位数31.6张。

我市积极筹建市级“12349养老
服务平台”，充分运用云计算、大数

据、互联网、物联网、商业智能、软件

运营服务模式等新技术，建立智慧

养老服务平台。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我

市大力推进养老示范园区（基地）建

设落地工作，调动社会力量建设养老

服务综合体，依托南阳丰富的中医药

资源筹划建设“南阳仲景健康城”，指

导培育“河南万家园集团莲花湖养老

项目”和“金鹏老年福利服务中心改

扩建项目”两个特色养老产业示范园

区，打响“健康南阳——颐养宝地”的

养生养老品牌。

营造社会优待氛围

为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我市凝聚各方力量，以乡镇法律援

助工作站为基础，以社团和其他法

律援助工作站为补充的法律援助体

系网络，保证老年人能就地就近获

得法律援助，为老年人及时提供法

律援助和咨询服务。

交通部门持续开展老年人乘坐

公共交通设施的费用减免及服务工

作，优惠或优先购买相关票证，优先

乘车。旅游、文化等部门落实老年

人免票参观、游览景点。

我市实施了以老年人意外伤害

组合保险为主的“银龄安康”工程，

形成多元化养老保障体系。我市引

导志愿者为老年人开展家政、照料、

护理、心理疏导等志愿服务活动。

为有效破解留守老人养老难

题，我市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留守老人关爱服务工作的通知》，

对全市农村留守老人调查摸底，建

立台账和党员帮扶机制，全市“敬

老文明号”单位切实关爱农村留守

老人，开展扎实有效的关爱服务活

动。累累累5

深怀敬老之心 共绘幸福晚景
——我市老龄事业发展综述

社会 影像

信息快报�

本报讯（记者陈大公）5月8
日，记者从市健身气功管理工作会

上获悉，目前全市健身气功站点总

数达到408个，练习人员达3万多
人，组织培训157名健身气功二级

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干部大学开设

健身气功培训班，在部分县区站点

巡回教学；健身气功农村站点数量

有所增加，在全省考评中连续两年

取得满分的好成绩。⑥3

健身气功站点
总数超过四百

本报讯 （记者李仰峤 通讯

员杨清波）今年我市民政部门将

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全力做好孤

儿基本生活费提标工作。

从今年 1月 1日起，我市孤
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每人

每月提高100元，社会散居孤儿

由每人每月600元提高到每人每
月不低于700元，福利机构养育
儿童由每人每月 1000元提高到
每人每月 1100元。民政部门将
加强资金监管，不断提高机构内

孤儿的养育、医疗、康复和特教

水平。累累累2

健全信息统计
建立保护机制

我市将推进困境儿童保障工作

本报讯 （记者段平）5月 8
日，记者从市红十字会获悉，在刚

刚结束的河南省第五届红十字青

少年“博爱中原文明河南”红十字

知识与应急救护技能竞赛中，我

市选派的方城县卫生职业中等学

校代表队和南阳医专代表队分获

一、二等奖。累累累2

比拼应急技能
展示青春风采

本报讯 九阳是国家品牌计

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94年研
发出世界上第一台全自动豆浆机

以来，一直专注于厨房电器，专注

于国人的健康生活。2012年，九
阳正式进军油烟机热水器行业，

目前在厨电研发上累计获得874
项专利技术，处于行业领先位置。

2017年，九阳厨电千镇添富
计划乘势而上，计划在全国核心

乡镇扩增1000家优质网点，由九
阳股份、北京高标咨询、南阳润泽

电器三方共同帮扶，确保新经销

商健康发展，为广大消费者提供

优质服务。

南阳区域争取到 30个千镇
添富名额，同时南阳润泽电器有

限公司还提出了“一路一带”帮扶

计划，对于新的经销商伙伴，将联

合工厂及老客户给予全力支持，

通过团队建设、规范市场操作、销

售技巧培训等全方位帮扶，让经

销商赢得市场竞争。

该项目启动以来，经营厨电、

管材、五金、卫浴等客户纷纷加入

九阳千镇添富大行动，目前南阳

区域优质网点合伙人火热筛选

中。累累累5 （方旭）

九阳千镇添富选商会南阳站
活动启动

图①：5月4日上午，七一街道开展
“弘扬志愿精神、倡导文明新风、建设和

谐南阳”的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 ⑥3
通讯员 胡佩虹 摄

图②：方城县公安局举办“进警营、
话奉献、文明友爱我先行”诗文诵读活

动 ⑥3
本报记者 陈大公 通讯员 姚文武 摄

图③：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白河街
道魏营村发挥文化大院作用，经常组织

村民自编自演文艺节目，活跃村民文化

生活 累累累3 通讯员 李书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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