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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固定遥感监测执法情况
2017年 9月 14日，全市 10个机动车固定遥感监测点位

正式运行，对半年内颗粒物超标2次以上、符合处罚条件的重
型柴油车（3.5吨以上）进行登报公告，责令限期整改并依法处
罚。8月 7日—8日，遥感有效抓拍67661辆次，颗粒物超标1
次的共计 33辆，车牌号为：豫A-3292Y、豫G-87765、晋 B-
H7352、豫 H- 4048M、豫 A- 2365N、豫 A- J0359、豫 A-
0618A、豫 A- 9883N、鄂 F- JV810、豫 J- A9665、晋 D-
42616、豫 A- R3210、豫 A- 9958K、京 A- KJ115、苏 F-
D3276、豫 A- 6606A、豫 G- A3682、豫 A- 3765A、豫 B-
JK207、豫 L- F8258、豫 A- P9686、豫 A- 7178P、豫 A-
M0228、京 A- 975AB、豫 A- 0055K、豫 A- Z3208、豫 A-
D0322、豫 K- 34379、豫 A- Z6859、豫 A- B6884、豫 E-
61599、豫 A-W2805、豫 A-X7301。请以上车辆在 15日内
到二类以上维修企业进行整改治理，避免2次抓拍处罚。

颗粒物超标2次及以上的车辆限期改正并限制其年审，公
安部门停办入市通行证，卡口系统实时抓拍；交通部门停办营

运资质，待接受处罚后予以恢复。颗粒物超标2次及以上的共
计 7辆，车牌号为：豫A-V3863、豫A-7905U、豫A-2958L、
鄂A-PS876、豫A-F0258、豫A-E6926、豫A-B9966。

二、路检执法情况
2017年10月开始，市、县（市）区两级公安、交通、城管、商务

和环保等部门在全市39个卡点开展综合执法检查，各单位根据
职责联合开展柴油货车油品质量管控和尾气达标治理等综合检
查检测和查处工作，环保部门依法对尾气超标的重型柴油车（3.5
吨以上）每辆处罚5000元，公安部门依法对3.5吨以下车辆每辆
处罚200元。8月7日—8日，全市联合执法共检测车辆332台
次，对11辆超标车辆下达了限期改正通知书并限制其年审，车牌
号为：豫A-159VZ、豫A-R2076、豫C-C8701、豫C-77896、
豫H-G8163、豫E-M2275、豫A-J8Y76、豫B-KS188、豫K-
ZW192、沪D-38065、豫A-6YR87。

三、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管控执法情况
市环境攻坚办联合执法组对工厂、物流企业和施工工地

等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单位进行抽查，一查是否违规使用高

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二查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油质量是否合
格。8月 7日—8日，市、县（市）区两级联合执法组共巡查各
类施工工地、工厂企业 91家，抽查非道路移动机械115台次，
抽检、送检用油样品52个。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集中整治工
作开展以来，在禁用区内违规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
施工单位：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轨道4号线长
兴路站）和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轨道 2号线 2期金
达街站）已接受处罚；目前调查取证完毕，待处罚的施工单位：
河南省第一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市西四环快速化施
工二标段项目部）和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轨道4号
线丰庆路站）。

四、加油站油气回收管控执法情况
市、县（市）区两级环保部门对加油站进行综合检查、委

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加油站油气回收装置运行情况进行抽
测。8 月 7 日—8 日，共检查加油站 54 家，油气回收装置均
运行正常。

郑州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

郑州环保有奖举报
二维码

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郑州市移动源污染管控执法情况
（8月7日—8日）打赢蓝天保卫战，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

决策部署，事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
和美丽中国建设。为加快改善环境空气质量，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要求，郑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主动作为，持
续发力，以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和打好柴油货车
污染治理攻坚战为重点，持续不断加强移动源污
染管控执法，减轻对市区环境质量的影响，改善环
境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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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关键是走好紧要的几
步。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就是这其
中一步。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就要以“放
管服”改革为抓手。“放管服”改革是转变
政府职能的“牛鼻子”，也是激发市场活
力和社会创造力的关键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改善投资和
市场环境，加快对外开放步伐，降低市场
运行成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
营商环境。

近年来，“放管服”改革已成为各地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键突破口，成为优
化政府部门职权配置的有效载体，成为
转变干部作风的有力抓手，成为塑造一
流营商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的“一号
工程”。

为此，我市在“放管服”改革方面做
出许多努力，“五单一网”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创造了不少亮点。但从总体看，从
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看，从与发达地区

的比较看，仍存在一些差距。
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提出要把营商环

境作为发展的“命门之穴”来抓，强化亲
商安商的意识，实实在在为投资者排忧
解难。

我们要正视差距，看看是否存在“只
爱凤凰不栽树，只引投资不服务”的思
想，是否存在“有政策欠落实”“新官不理
旧事”等问题。

我们要全面对标，用好“拿来主义”，
下决心、出实招、求实效，使我们的“放管
服”改革在短期内迎头赶上、居于一流。

未来郑州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
然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市委十一
届七次全会暨市委工作会议，对优化营
商环境提出了更高标准和要求。

要优化审批流程，围绕企业生产经
营、项目建设和公共服务事项办理的全
周期、全链条，集成部门职责，再造业务
流程，制定“一次办妥”事项清单，压缩办
理时限，减少审批环节，使企业开办、施
工许可办理、不动产登记、证照审办等关

键事项的办理时间、方便程度赶上全国
先进水平。

要提升政务服务的信息化水平，打
破“信息孤岛”，推进数据共认共享，构建

“一网通办”的电子政务服务体系，大力
推进“不见面审批”，让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让群众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

要提升各级政务服务中心的服务质
量和效能，充实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手
段，强化窗口人员能力素质提升，推进线
上线下深度融合、前台后台无缝衔接，实
行“一口办、马上办、协同办、网上办”，让
市场主体和群众办事更方便、更舒心。

各级各部门要树立“整体政府”的理
念，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拿出刀刃向
内的勇气，敢于削自己的权，主动创新服
务、主动协同配合。要以“放管服”改革
为带动，统筹推进商务环境、市场环境、
人文环境、法治环境、城市环境的优化，
打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
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

当我们把新时代的坐标系和中原更
加出彩、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对照
起来谋划工作时，当我们把回看走过的
路和远眺前行的路连在一起深入思考
时，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负重感、责任感
正在成为我们前进的巨大驱动力。

与更高标准和追求相匹配的是更大
的担当和作为。“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
道”，必须立足实际开放创新。这既是一
种求实态度，也是一种探索精神。只有
自觉把握规律、顺应趋势，与时代的脉搏
一起跳动，用新时代的眼光和标尺作牵
引，把应该做的事情做早、做实、做优，才
能有真正出彩的作为。

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高
质量发展只能“升级换挡”，不能“挂空
挡”。我们既要在回看走过的路中增添
信心，也要在比较别人的路中拉高标杆，
更要在远眺前行的路中创造机遇。我们
要以优质的制度供给、服务供给、要素供
给形成招商引资的“强磁场”，让一流营
商环境成为郑州新标识。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郑旗

预征对象超过万人
征兵体检全面铺开
本报讯（记者李娜见习记者翟宝宽）郑州市征兵

体检工作已全面铺开，昨日上午，副省长舒庆来到我市
督导检查，看望征兵工作一线工作人员和应征青年。

据介绍，截至8月 8日，全市确定预征对象11174
人，已进站体检 5979 人，体检合格 2650 人，合格率
44.3%，其中大学生合格2120人。

今年，郑州市征兵办通过网上数据监控、实地检
查调研、抽样分析论证等方法，对征兵工作进行全程
监控，把征兵工作每个步骤走实、走细。特别是在提
高“择优率”上下功夫，力争大学生征集比例再上新
台阶。

同时，严把各道关口，抓好体格检查、政治考核、
审批定兵、教育引导、依法惩戒五个重点环节，扎实开
展役前教育训练，确保合格一个入伍一个，入伍一个
稳定一个。综合运用组织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
巡访监督、相互监督等手段，切实维护好义务兵及其
家属的合法权益，落实好征兵优惠政策，营造风清气
正、阳光透明的好环境。

河南省军区副政委刘法峰、动员局局长王昌龄参
加督导检查。

郑州警备区司令员尚守道、副市长马义中、郑州
警备区副司令员董继锋陪同检查。

据新华社郑州8月9日电（记者
李鹏）记者从河南省发改委获悉，河
南省近日出台 58项支持企业降成本
措施，着力从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融
资、制度性成本等方面优化营商环
境，促进实体经济降本增效。

企业税费负担方面，除降低制造
业增值税税负外，工业和商业企业小
规模纳税人标准由年销售额 50万元
和 80 万元统一上调至 500 万元，从
而降低企业适用税率；2018年 7月 1
日至 2021年 6月 30日，全省对挂车

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2018年 1月 1
日至2020年 12月 31日，享受当年一
次性税前扣除优惠的企业新购进研
发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上限，从 100
万元提高到500万元。

河南省还要求，对行政事业收费
情况进行梳理，降低偏高的收费标准，
停止初始排污权政府有偿出让，省级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零收费”。

企业融资成本方面，要求金融
机构加强小微企业融资产品创新，
确保单户授信 1000 万元以下的小

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增
速、贷款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禁止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贷款收取
承诺费、资金管理费，减少融资附加
费用；鼓励企业进行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并根据企业融资费用，给予最
高不超过 60％、年度最高不超过 80
万元的补贴。

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河南省
要求进一步缩减审批事项办理时
限，审批事项承诺时限压缩至法定
时限 2/3以内。

河南58项措施为企业降成本
省级涉企行政事业实行“零收费”

省观摩团到市政协
交流学习创文经验
本报讯（记者 王治）河南省文明单位创建工作经

验交流观摩会正在郑州召开，昨日上午，观摩团一行
到市政协参观考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俊峰，市
政协副主席郭锝昌、张建国，市政协秘书长陈松林
陪同考察。

观摩团一行先后参观了郑州政协文史馆、三香
书屋及机关办公环境，详细了解市政协机关文明创
建工作的措施和成效。

近年来，市政协以创建活动为支撑，以打造“书香
政协”为重点，通过各类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雷锋志愿服务等活动，增
强机关干部文明创建参与感和获得感。去年以来，政
协开展主题活动130多次，激发机关干部职工在各自
工作领域凝心聚力，追求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精神
文明。

在连续三届获得“省级文明单位”荣誉称号基础
上，2016 年底市政协创成“省级文明单位标兵”，
2017年底创成“全国文明单位”，市政协已成为强化
道德修养的大熔炉，提升文化素质的大学校，构建团
结共事的大家庭。

我市部署意识形态
巡视专项整改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爱琴 见习记者 李京儒）昨日下

午，全市贯彻落实中央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巡视检
查和省委巡视组巡视郑州反馈意见意识形态专项整
改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巡视整改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省
委、市委关于巡视整改工作的决策部署，部署中央、
省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巡视检查反馈意见整改工
作。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俊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了全省专题动员会和郑州市整改工作
会议精神，并对郑州《落实中央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巡视检查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方案》进行说明。

张俊峰表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扎实做好
巡视“后半篇文章”。各地各单位要层层压实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精准发力，标本兼治，确保整改任务
见底见效。各级党委要坚持举一反三、突出标本兼
治，严明工作纪律、严肃工作作风，科学安排、合理调
度，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整改任务落到实处，以巡视
整改高质量推进党的建设高质量、经济发展高质
量，为加快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
舆论环境和精神文化支撑。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文 丁友明 图）记者
昨日从市轨道交通运营分公司获悉，8月 7日
17时 34分，郑州地铁线网总客运量突破 7亿
人次。

郑州地铁于 2013年 12月开通首条线路
——1号线一期工程，2016年 8月开通 2号线
一期工程，2017年 1月开通城郊线和1号线二
期工程。截至目前，共开通运营 3条线路，总
长约93.6公里。据统计，8月 7日 17时 34分，
郑州地铁线网总客运量突破 7亿人次，达到
700000428人次。

其中，1号线客运量 512250467人次，占
总客运量的 73.2%；2号线客运量 150857581
人次，占总客运量的 21.5%；城郊线客运量
36892380人次，占总客运量的5.3%。

全部地铁车站中累计进站客流量前五名
为：二七广场站 5280.2 万人次，郑州东站
4201.4万人次，郑州火车站4107.6万人次，紫
荆山站 2965.3 万人次，市体育中心站 2809.8
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李娜）做适合老人口味的饭
菜，并且能送到家里；建适合老人洗澡的地方，
并且能预约上门服务……郑州老人的生活将更
方便！昨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老龄办获悉，市民
政局、财政局共同印发《关于开展老年人助餐和
助浴示范点建设的通知》，要求年内市内五区每
个区至少建两个助餐示范点、1个助浴示范点，
县（市）、开发区、上街区至少建1个助餐示范点。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我市养老
服务体系，推进居家养老助餐、助浴设施建设，
满足老年人特别是高龄、空巢、失能和半失能
等老年群体需求。年内全市将开展助餐助浴
示范点建设。”市老龄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助餐点须配备无障碍措施
助餐点和一般的饭店有啥不一样？如何

凸显“助老”功能？
《通知》明确，助餐点应具备膳食制作、集

中用餐和外送服务等功能，膳食加工配制能力
在 150客/餐以上，能容纳 50名以上老人同时
就餐，使用面积不小于240平方米。老年人用
餐场所须配备无障碍设施，每个助餐点必须有
餐食保温、消毒等基础设施。原则上设置在 2
层以下，并设有独立的出入口。

服务方面，助餐点应提供符合老年人口

味、安全、实惠、方便、营养的饭菜。有条件的
可根据老年人实际助餐服务需求和身体健康
状况，为老年人提供糖尿病餐、高血压餐等特
殊膳食，满足个性化需求。

记者还了解到，助餐点还有一些“特殊”的
要求，如，助餐服务人员应了解食品安全、营养
的基本知识，知晓老年人的生理特点，能够结
合老年人个性化膳食营养需求和饮食禁忌，为
老年人制定食谱。要有意见箱（簿），老年人及

其家人满意率达到 90％以上等。如果这些
“特殊”要求不达标，将被扣分。

助浴点可开展“上门服务”
对于失能和半失能老人来说，洗澡是一

件切实的难事，但是如果可以有专业的人员
预约去家里服务，将真的能解决老人的现实
问题。

（下转二版）

全市将推老人助餐助浴服务
示范点年内开建

郑州地铁运客突破7亿人次52条路芳名初定
今起请你提意见

本报讯（记者 李娜）一条道路的名称，承
载着城市的发展和居民的记忆。昨日，记者
从市地名办获悉，我市52条道路的拟命名方
案开始公示，公示时间至8月 23日。

据介绍，52条道路分别分布在高新区、
经开区、管城区、惠济区和中原区。道路命名
依然是遵循“整齐规划”的原则，如高新区的
道路大多以“树木之名”来命名，徜徉其中，如
同进入草木的世界，比如此次拟命名中有“香
樟路”“金桂街”“雪柳路”“竹青路”“石竹街”

“银杉路”“青檀路”“墨兰街”等，听起来颇有
诗情画意。

而经开区的道路则秉承着“四平八稳”的
规则，横平竖直，以数字命名，非常直观，此次
拟命名道路中，就有“经开第二十一大街”“经
开第二十四大街”等。

（下转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