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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9 年 9 月 16 日至
22 日，在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
间，农行本溪分行紧密围绕“网络安
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的宣传
主题，利用多种渠道在辖内各营业
网点开展网络安全宣传活动。

宣传周期间，农行本溪分行突
出宣传的针对性，聚焦“关注个人金
融信息保护，增强民众金融安全意
识”。市民可通过营业厅显示屏、宣
传资料、微信等渠道了解网络安全

知识。同时，通过金融网络诈骗案
例进行宣传，提高防骗意识和技
能。对客户可能遇到的网络诈骗的
手段和方式加以警示。营业网点人
员在现场指导客户进行网上银行、
掌上银行等金融产品的现场体验，
让客户了解和掌握电子银行服务使
用安全操作须知及最新的安全防范
技术，增强客户保护个人金融信息
的意识和能力。

刘 宁

农行本溪分行
利用多种渠道宣传网络安全

本报讯 在国庆佳节即将来临
之际，华安保险辽宁分公司组织开
展了“我为祖国添色彩”巨画涂绘活
动，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活动期间，华安保险辽宁分公
司负责人带领各部门经理、本部员
工和同城机构的 40 余名员工在沈
阳市图书馆完成了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为祖国添色彩”巨画制
作和“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主
题MV的拍摄活动。

参与活动的员工，怀揣着满

腔爱国情，集体勾勒出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的巨幅画作，并通
过一首嘹亮的《我和我的祖国》，
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歌声中饱
含着辽宁华安人对祖国深深的祝
福，一句“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
不能分割”唱出辽宁华安人对祖
国的热血心声。此次活动进一步
激发了公司员工的爱国热情。华安
保险员工用画笔和歌声祝愿祖国繁
荣昌盛，祝福华夏大地幸福安康。

刘 梦

本报讯 9 月 19 日，2019 金鸡
百花未来之星沈阳赛区启动新闻发
布会，在沈阳七星国际影城举行。
该活动由第 28 届中国金鸡百花电
影节组委会、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
会组织联合会支持，由鹏博士电信
传媒集团辽宁分公司主办，旨在借
第 28 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举办
之际，在全国范围内举办金鸡百花
未来之星活动，为金鸡百花发现培
育自己的演艺人才推波助澜。

据悉，此次比赛共千余名选手
报名参加，赛程分为海选、复赛、半

决赛和决赛，项目分为表演类和才
艺类两个类别，只要是 6 岁至 12 周
岁具有一定才艺的少年儿童都可
参与。据了解，本次比赛的主办方
将邀请专业的艺术老师组成评审
小组，对小选手的表演进行点评和
指导，为参赛小选手提供更多的可
能性。本次赛事的才艺导师王泽
雨表示，通过参加这样的比赛能够
挖掘孩子们的艺术潜能，引导他们
的兴趣方向，对孩子的成长非常有
意义。

卢 叶

本报讯 为优化营商环境，促
进外汇业务合规发展，近日抚顺市
各外汇指定机构积极响应国家“诚
信兴商”宣传活动号召，通过上门走
访企业、向公众发放宣传品、网络答
题等多种方式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
期一个月的以“弘扬诚信理念，促
进高质量发展，建设诚信外汇市
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主题的

宣传活动。
本次宣传活动以宣传打击虚

假、欺骗性外汇交易，打击地下钱
庄、非法网络炒汇等违法违规问题
的重大成果为主线，鼓励用汇主体
诚信办理外汇业务，增强合法合规
意识。中国银行抚顺分行与辖内各
外汇指定银行一同践行社会责任，
促进外汇市场合规发展。 徐 斌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为
响应中华护理学会倡导的以“礼赞共
和国、智慧新生活——科技促民生
科普惠健康”为主题的全国科普日活
动，近日，省肿瘤医院在红星美凯龙
沈阳大东商场举办了一场集科普讲
座、义诊和急救操作演练于一体的公
益活动。

本次活动主要针对社会公众关
心的肿瘤防治知识，结合专科医院
特点和常见肿瘤相关问题，围绕省
肿瘤医院在辽宁省医学科普大赛中
获得二等奖的作品《防癌，你做对了
吗？》以及百姓关注的甲状腺疾病、宫
颈疫苗的选择与使用等方面进行科
普讲座。

同时，对现代社会公众关注的急
救常识进行了操作演练与现场指导，
参加义诊的医疗和护理专家还进行
了一对一的解答并发放科普资料。
活动现场吸引了驻足观看的人群，被
采访的群众表示这种科普教育活动
很受欢迎，希望能经常举办。

作为首批“国家级科普教育基

地”、首批“中华护理学会护理科普
教育基地”，省肿瘤医院一直致力于
发挥科普基地优势、普及健康科普
教育活动，立足专业优势、发挥专业
特长、履行社会职责，利用医院网
站、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平台，向广大
人民群众普及医学知识、传播健康
生活方式。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日
前，一场以“忆往昔峥嵘岁月史，展未
来强盛中国梦”为主题的教育活动在
省肿瘤医院俱乐部举行。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进
一步加强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培养年轻一代努力奋进的实干精

神，本次活动由大连医科大学研究
生院党总支主办，研究生会沈阳分
会和 2018 级专业学位第九党支部联
合辽宁省肿瘤医院教学与学生工作
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
列馆、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
生党支部、沈阳医学院基础学生会

共同举办，活动内容包括弘扬爱国
主义历史专题讲座、观看爱国主义
短片、爱国主义诗词朗诵会演及宣
誓签名仪式等。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
来在青年。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
际，应当牢记历史、缅怀英烈，培育

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情怀，使广大
青年能够认识自身肩负的历史使
命，不断提高与时代发展和事业要
求相适应的素质和能力，掌握为社
会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成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
要力量。

本报讯 为使“实施更大规模的
减税降费”这一惠民政策真正从文件
上落到纳税人的口袋里，今年以来，
灯塔市税务局从宣传方式、精准退
税、税收服务等多个角度持续发力，
采取实打实、硬碰硬的举措，助力政
策落地“全覆盖”，使纳税人更有获得
感。

“这次减税降费的幅度和规模都
是前所未有的，看到政策落地生效，
就像吃了定心丸，大大地增强了我们
公司发展的信心。”9月19日，谈及减
税降费的体会，辽阳宏图碳化物有限
公司总会计师激动地表示：“2019 年
一 季 度 ，我 公 司 节 约 各 项 税 金 约
45.71 万元，预计全年可节约税金约

150 万元。不仅如此，2019 年新个人
所得税法的施行，也让企业职工们收
到了国家诚意满满的‘大礼包’，大家
钱包鼓起来了，工作情绪也高涨了。”

减税降费政策实施以来，灯塔市
税务局通过微信推送、上门服务、面
对面座谈等方式向纳税人充分宣讲
减税降费政策，帮助纳税人明晰各类

税收优惠政策口径和使用标准，手把
手指导纳税申报，使纳税人真切感受
到了政策落地的速度和纳税服务的
温度。今后，该局将继续加大工作力
度，提高服务质量，确保政策红利精
准兑现，尽力使企业获得感层层增
加，为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提供前提保
障。 李 雪 庞敬群

本报讯 记者朱才威报道 9月
20日，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主办、辽宁省体育彩票发行中心
承办的 2019 年“公益体彩 快乐操

场”捐赠活动，在辽阳市辽阳县甜水
满族乡水泉九年一贯制学校启动。

在水泉学校举行的捐赠仪式，也
是 2019 年“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系

列捐赠活动的启动仪式，接下来辽宁
体彩将继续在省内其他 14所中小学
进行捐赠，为每所学校送去价值 2万
元的体育器材和体育设施。

秋日的微风拂过孩子们的笑脸，
伴随着笑声，活动正式开始，辽宁省
体育彩票发行中心副主任、奥运冠军
孙福明在致辞中表示，“公益体彩 快
乐操场”活动不仅是一次捐赠活动，
还是一份爱的传递，辽宁体彩将坚持
为公益事业贡献力量。

奥运冠军孙福明、世界冠军胡海
龙和全国冠军于波的到来，成了孩子
们的最大惊喜。演出结束后，孩子们
和老师对 3位冠军依依不舍，争相合
影留念。随后，紧张刺激的拔河比赛
伴随响亮的哨声开战了，孩子们的笑
脸是辽宁体彩坚持支持公益事业的
最大动力。

水泉学校地处山区，地理位置偏
远，条件较为艰苦，学校的体育器材
经过多年的使用都有不同程度的损
坏，球类、体育器材等部分易损件都
所剩无几。在听说辽宁体彩发起的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活动后，通过
网络报名通道进行了申请，经过省、
市体彩中心评审考察，最终获得了受
捐赠的资格。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是国家体
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2 年起
推出的一项全国性公益活动，旨在为
贫困边远地区和农村缺乏体育设施
的学校，送去体育器材及公益体育
课。5 年来，辽宁体彩共投入 180 万
元，捐赠足迹遍布辽宁省内 14 个城
市的 90 所乡村中小学，惠及师生超
过 3 万人，形成了良好的口碑，产生
了较好的社会效应。

教育助学、关爱青少年健康发
展，是体彩公益金的重要用途之一，
是中国体育彩票筹集公益金的重要
使命。

多年来，辽宁体彩开展了快乐操
场、新长城助学等多种多样的助学活
动，为偏远贫困地区的学校送去“快
乐操场”，为优秀贫困大学生送去助
学金，为每一个青少年的成长助力，
为每一个孩子的梦想加油。

公益体彩为15所学校建“快乐操场”

大连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省肿瘤医院举办科普日公益活动

灯塔市税务局精准发力推进减税降费工作

抚顺市各外汇指定机构
集中开展“诚信兴商”宣传

华安保险辽宁分公司
制作“我为祖国添色彩”巨画

2019金鸡百花未来之星评选
沈阳赛区正式启幕

本报讯 记者张学军报道 9月
26日，2019年金融知识进校园宣传活
动在沈阳工程学院举行。活动旨在
进一步普及金融知识，提升在校学生
金融风险防范意识，保护校园金融消
费净土。

本次活动由辽宁银保监局、辽宁
省银行业协会、辽宁省保险行业协
会、沈阳市保险行业协会、辽宁省银

行业纠纷调解中心主办，中国人保财
险辽宁省分公司承办。

活动以辽宁银行保险业金融知
识教育青年志愿者团队为主体，面向
大学新生，针对当前“校园贷”“套路
贷”等花样诱贷、电信网络诈骗、虚假
金融广告等违法违规情况，重点普及
基本金融知识，帮助大学生提升金
融素养，引导其理性选择金融产品和

服务，不断提高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上好“入学第
一课”。

活动现场播放了辽宁银保监局
制作的《金融知识进万家》《消费者八
项权益》和《送金融知识进校园》公益
宣传片，进行了财商培养、远离校园

“毒”网贷、保险基础知识宣讲和大学
生应知应会保险知识等内容的金融

知识宣讲。
活动中穿插了趣味点钞、保险基

础知识竞答等互动环节。活动主办
单位在现场搭建展板，用图文并茂的
金融案例和美观实用的宣教物料向
大学生宣传防范非法集资、谨防电信
诈骗、避免银行卡盗刷、利用保险进
行风险转移等知识，受到了师生们的
赞扬。

辽宁银保监局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活动

2019年“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捐赠活动现场。 省体育彩票发行中心供图

沈阳十月启动“敬老月”系列活动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9

月 25 日，由沈阳市委宣传部、沈阳
市老龄委、沈阳市卫生健康委主办
的“孝老爱亲，向上向善”——2019
年沈阳市庆祝重阳节电视文艺演
出在沈阳广播电视台举行。

记者了解到，10 月份，沈阳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将 开 展 以“ 孝 老 爱
亲，向上向善”为主题的“敬老月”
活动。

通过开展“孝道大讲堂”进医
院、老年法律服务进社区；健康知
识 、政 策 法 规 宣 传 ；走 访 慰 问 老
年 人 ；播 放“ 孝 老 爱 亲 ，向 上 向
善 ”的 电 视 公 益 广 告 、敬老爱老

车站路牌公益宣传等敬老、爱老、
助老活动，不断增强广大老年人
的获得感、成就感、幸福感。

为让老年人生活更加健康幸
福，新组建的沈阳市老龄委在积极
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活动的
同时，认真做好老年人福利等有关
工作，为全市城乡分散救助供养特
困老年人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在五
个地区 16 个项目点实施老年人心
理关爱项目；为 90 岁以上高龄老
人发放补贴等。

截至上半年，全市共计发放补
贴 3589.6 万元，53548 人次，让老年
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