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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今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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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14城市今明两天天气

气象数据来源：
中国天气网

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辽沈晚报大范围招
募众包快递员：

1、招募要求：18到55周岁，男女不限，自备
交通工具。

2、工作地点：沈阳全市范围，就近安排。
3、福利待遇：

（1）全职兼职均可，按单取酬，多劳多得，
综合收入多者可达10000元。

（2）配送费高于市场价，提供通讯补助，提
供培训，上手快。

（3）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保险保障。
（4）货量稳定，收入稳定，业务种类多。
（5）双十一、年货节等各类大促有额外奖励。
4、报名电话：22536599、22536569、22536511、

22536565、13314013721。
5、简历投递邮箱：905376358@qq.com

辽沈晚报高薪招募众包快递员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吉向前报
道 昨日，沈阳燃气集团发布消息：11 月 11 日 13:00
至15：30，昆明湖街以东，西湖街以西，迎宾路以南，
渤海路以北地区停气。

11月13日21:00至次日5：00，黄河北大街以东，
陵北街以西，乐山路以南，白山路以北地区停气。

11月13日21:00至次日5：00，昆明湖街以东，梁
子湖街以西，花海路以南，星海路以北地区停气。

11月13日21:00至次日5：00，燕塞湖街以东，益
格名邸以西，星海路以南，沈辽西路以北地区停气。

沈阳这些地方要停燃气

第三届辽沈中小学生书法大赛报名已经超
过一个月的时间，截至昨日，在所有参赛作品
中，参加硬笔组比赛，点赞数最高的小选手是来
自沈阳市文萃小学的付晨曦同学，点赞量达
71547次，软笔组点赞量最高的是来自东北育才
双语学校的宛宇桐同学，点赞量达11596次。

报名人数上也达到新的突破，超16000名学
生报名参赛，全省 200 余所学校参与到此次活
动中来，从城市到乡镇，孩子们都想在此次比赛
中一展身手。

家长们表示，“参加书法大赛后孩子的自信
心更足了，在与小朋友交谈时也愿意让大家介
绍自己的作品，比赛名次固然重要，可看着孩子
内心变得更自信才是最大的收获。”

书法大赛报名人数突破1.6万

截至昨日，本次中小学生书法大赛参赛人
数超过 1.6万次，参与的学校突破 200所。辽宁
省14市均有学生上传作品，有的学生是通过学
校及报道了解到本次活动，有的是通过书法老
师获知此消息，有的是通过网络和报纸的报道
参加本报活动。

后台数据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作品质
量也在不断提高，同时点赞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很多小朋友也在为获得最佳人气奖不断努力。

相对于硬笔选手的报名数量，软笔选手的
竞争力更激烈，但这并不会影响软笔小朋友和
硬笔小朋友的比赛公平性，这是两个不同的比

赛现场，希望无论是练习硬笔的小朋友还是练
习软笔的小朋友都拿出自己的强项来参加比
赛，而不是看人数。

如果您的孩子还未参与到活动中来，希望
您尽快选好作品报名，错过了报名截止日期，也
就错过了此次比赛。

目前点赞最高的硬笔小选手：
软笔获奖后想在硬笔上取得成绩

截至昨日下午3时许，所有参赛选手中，硬
笔书法点赞最高的选手是文萃小学的付晨曦小
朋友，点赞量达71547次。

付晨曦妈妈介绍，孩子目前读小学二年级，
已经学习书法两年了，在这两年孩子进步很大，
同时学习了软笔书法和硬笔书法，本以为可能
会互相矛盾，没想到是相互促进，软笔书法和硬
笔书法进步都很大。

付晨曦上传的作品是《桃花源记》，他介绍：
“我特别喜欢《桃花源记》这篇作品，作者的简净
笔触，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桃花源的气氛。在那
里，一切都是那么单纯，那么美好。”

而在选择这幅作品上传前，付晨曦还很纠
结，他同时也选好了两幅软笔作品，思考再三
后，他还是选择了让妈妈上传这幅硬笔作品，

“当时本想两个都一起上传，可是比赛规则只能
上传一种，我就选择了硬笔，虽然软笔更是强
项，可我想在硬笔上有突破，去年参加比赛后，
我就感觉在软笔方面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想今

年在硬笔上也获得个好名次。”
去年参加比赛后，付晨曦的妈妈发现孩子

更自信了，他愿意和同龄人一起学习，也勇于接
受自己的不足，“我认为这就是参加比赛获得最
大收益。”妈妈介绍。

在今年刚刚报名不久，家人们就在朋友圈
公布了付晨曦的作品，没想到点赞量会这么高，

“作为家长，我们会无条件支持孩子，既然已经
参加比赛，那就要拿出态度，从小我就告诉孩

子，成绩好坏固然重要，可态度才更重要，尽自
己所能不留遗憾。”孩子妈妈介绍。

目前点赞最高的软笔小选手：
自选作品 质与量齐头并进

宛宇桐上传的作品是《读古今书》，正如她
所说：“读古今书，是我的理想！书中有我喜欢
的故事、人物，有我所需要的很多很多知识，我
喜欢书，我爱看书，有的时候看起书来什么声音
都听不见了。总之我是个爱看书，喜欢书的萌
娃！”

这位东北育才双语学校一年级的小朋友已
经学习书法两年，也是第一次参加本报举办的
比赛，但刚刚参加比赛，点赞量就在不断攀升，
截至昨日下午 3时许，点赞量达 11596次，也是
到目前为止，参赛的软笔书法小选手中票数最
高的选手。

她的妈妈介绍，这幅作品是她自己选的，写
了好几幅，但她就中意这幅，家长们也很支持她
这次参赛，还主动把参赛作品发到各个微信群
中，获得大家点赞。

“我想在比赛中让孩子学到更多，也想让她
增强自信心，要在量与质上齐头并进，无论结果
如何，自己努力了就无愧于这次比赛，同时我们
也很希望能获得最佳人气奖。”孩子妈妈介绍。

提醒：
上传作品要严格遵守尺寸要求

报名上传作品一天比一天火爆，在此本报
提醒广大参赛选手，报名参赛截止日期是11月
30 日，希望有意者抓紧上传作品，不要错过时
间。同时提醒，点赞数最高的选手将获得最佳
人气奖。

这里也存在一些问题，部分参赛选手上传
的作品并未按照纸张大小要求。在此，大赛组
委会再次提醒参赛选手及家长，本届大赛以“童
书祖国好”为主题，作品内容不限。硬笔作品不
超过 A4纸张大小，软笔作品不超过四尺对开，
参赛作品须为原作。参赛作品一经提交，作品
版权归主办方所有，参赛作品不予返还。海选
阶段，作品无需装裱。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靳丹

第三届辽沈中小学生书法大赛正在报名中 点赞数最高的两位小选手称

“参加中小学生书法大赛让我更自信”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王月宏
报道 11月8日，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召开
新闻发布会，向外界通报了今年以来辽宁省打击
虚开骗税工作开展情况和税收违法“黑名单”及
联合惩戒实施情况。今年以来，全省共查处虚开
企业2520户，认定虚开发票22.43万份，涉及税额
33.31亿元；查处骗税企业24户，涉嫌骗取国家出
口退税税款 1.7 亿元；摧毁特大虚开犯罪团伙 26
个，抓捕犯罪嫌疑人167人，敦促自首50人；成功
查处了辽宁“2·27”虚开专案等一系列特大虚开
骗税案件。

辽宁省税务局稽查局副局长李丹介绍，当

前不法分子在高额经济利益驱使下，利用种种
手段虚开增值税发票、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的现
象较为突出。我省虚开骗税案件主要呈现出

“空壳企业”日趋增多、“暴力虚开”后走逃失联、
“配单配票”成为目前骗取出口退税的主要手
段、职业犯罪团伙流窜作案、与多种经济犯罪复
合等特点。

接下来，全省税务部门坚决贯彻“四部委”的
决策部署，紧密联合公安、海关、人民银行开展协
同作战，不断加大对税收违法行为打击力度。对
跨区域、团伙化的重大案件，持续发挥信息化战
法的合成打击作用。

税务部门将增加惩戒力度，走逃（失联）企业
列入税收违法“黑名单”，将具有偷税、逃避追缴
欠税、骗取出口退税、抗税、虚开发票等行为，经
税务机关检查确认走逃（失联）的情形，明确列为
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的标准之一，纳入税收违
法失信“黑名单”公布的范围，对于未作出《税务
处理决定书》《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走逃（失
联）案件，经税务机关查证处理，公告30日后纳入
公布范围，以加大对走逃（失联）企业的震慑和打
击力度，遏制当前走逃（失联）企业日渐增多的趋
势。逃避追缴欠税 10万元以上的案件列入税收
违法“黑名单”。

我省今年共查处涉嫌虚开企业2520户

参赛选手付晨曦作品。

参赛选手宛宇桐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