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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缴费标准上调
参保居民每人每年缴费220元

市房管局昨日发布
房屋租赁消费警示

租房前务必了解这六点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如何规范住房租赁市场，保障租房

群众利益，昨日，市房管局的一则《房屋租赁消费警示》，从六
个方面给予消费提醒。

一是选择正规的租赁企业。承租人需要重点查看的是工
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房管部门核发的备案证书。在查看
证照时，要注意查看原件，还要注意营业执照、备案证书的有
效期及地址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

二是选择正规合法的租赁服务平台。目前，我市已按住
建部要求建成并上线了官方的房屋租赁信息服务与监管平台
（网址：http://www.zzfdc.gov.cn/），平台已实现住房租赁
信息发布、房源信息核验、住房租赁网上签约、租赁合同网上
登记备案、从业主体管理、信用评价、数据统计分析等功能。

三是承租已进行房源核验的房屋。承租人在选取房源时
应选取带有全市统一房源编号和二维码的房屋，通过扫描房
源二维码可详细了解房源和发布房源的企业、个人的真实信
息，防止上当受骗。

四是谨慎细致签订合同。要尽可能使用河南省住建厅和
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印发的《住房租赁合同示范文
本》。在签订合同时要写清房租支付的方式，并留存好支付凭
证。谨防出租人通过隐瞒、诱导等方式让承租人采用不合理
的租金支付方式。

五是主动进行租赁合同登记备案。房屋租赁合同订立15日
内，租赁当事人到房管部门进行租赁合同登记备案。目前，我市
已有26个服务网点能为大家提供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服务。

六是及时通过相应渠道解决纠纷。如果发现房屋租赁企
业存在行业违规行为，应及时向行业主管部门反映；如果发现
房屋租赁企业存在欺诈等违法问题应及时向公安部门举报；
如果租赁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由双方当事
人协商解决，也可通过消费者协会等相关机构调解，或依法向
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或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积极维
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成品油价格今起调整
92号汽油每升7.55元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根
据国家发改委统一部署，自2018年 9月 3日 24时起，国内汽、
柴油价格（标准品）每吨分别上调 180元和 170元，我省国六
车用乙醇汽油、车用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做出相应调整。

其中，我省 92号汽油每升 7.55元，上调 0.15元；95号汽
油 8.06 元，上调 0.15 元；0号车用柴油 7.17 元，上调 0.15 元。
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下，自主制
定具体零售价格。

成品油批发企业对零售企业的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合
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92号汽油最高批发价格每
吨 9643元，95号汽油最高批发价格每吨 10206元；0号车用
柴油最高批发价格每吨8035元。

我省国六成品油价格暂按国五标准价格执行。

本报讯（记者 王红）为客观公正科学
地评价中小学（含幼儿园）教师教育教学的
能力和水平，9月 3日，省人社厅公布了《河
南省中小学教师职称评价标准》，中小学教
师职称晋升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

强化教师职业道德考察
新政规定，教师职称评审应坚持以德

为先。爱岗敬业，关爱学生，为人师表，把
践行《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作为教师
职称晋升的首要条件，强化教师职业道德
的考察，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

新政适用于我省普通中小学、职业中
学、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工读学校以及
各级教研室、电化教育馆和校外教育机构
中从事中小学教育教学、学前教育和教研
工作的在职在岗教师。民办中小学校教师
可参照本标准参加职称评审。河南省公办
中小学教师全面实行岗位管理，在核定的
岗位结构比例内开展职称评审。

中小学教师职称评价分五级
新政规定，中小学教师职称分为员级、

助理级、中级、副高级和正高级，名称依次
为：三级教师、二级教师、一级教师、高级教
师和正高级教师。中小学高级教师和正高
级教师职称评审采取讲课答辩和专家评审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一、二、三级教师
职称的评价方式由各地根据实际拟定。

中小学教师职称晋升，需符合相应的
基础条件，包括：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专
业知识和教育教学能力，在教育教学一线
任教，身心健康，能够切实履行岗位职责和
义务。任现职以来，积极参加继续教育培
训，完成规定的继续教育任务，年度考核均
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教师职称评审实施分类评价
根据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岗位性质

不同，中小学教师身份划分为教师、校长
（含幼儿园园长，下同）、教研员；根据学校
（含幼儿园，下同）所处地域不同，划分为农
村学校教师和城市学校教师，不同岗位、不
同学校类型其评价标准有所区别。

其中，对在农村教学第一线连续从事
教育教学工作满30年，且当年年底距离法

定退休年龄不满 5年的农村教师，经人社
部门批准，可以不受单位结构比例限制，专
设职数考核认定和聘任中小学一级教师，
通过考核认定取得的资格与评委会评审具
有同等效力，退休后其专设职数自动注销。

特殊群体予以适当倾斜
针对特殊教师群体，本次职称新政适

当予以倾斜。一线教师申报中、高级教师
职称，在评委会组织的讲课答辩中成绩居
同类别人员中前 85%，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的，其实施素质教育、课程改革、教科研课
题有关条款可适当倾斜：

其中包括：长期在农村学校一线从事
教育教学满 15年申报一级教师或满 20年
申报高级教师，现仍在教育教学一线的农
村学校教师；以及连续在农村学校一线教
学任教满 30年且在职称评审中讲课答辩
合格者。担任班主任满 15年以上，任现职
以来担任班主任满 5年以上，现仍担任班
主任工作的教师。连续从事特殊教育工作
满 15年申报一级教师或满 20年申报高级
教师，现仍在特教岗位上教学的一线教

师。具有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职业
中学专业教师，任教满 8年以上，申报高级
职称时，可适当放宽学历至中专技校毕业。

特殊优秀教师可享“绿色通道”
政策规定，任现职以来获得以下业绩之

一的人员，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批准，
可以不受单位结构比例限制，专设职数评聘
中小学高级教师，其中包括：教师节期间综合
表彰的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
作者或者获得省级及以上政府综合表彰；国
家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及以上奖励的完
成人（限前6名）；中原名师；省级名师、教师节
期间综合表彰的河南省优秀教师或河南省教
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同时获得省基础教研室
规范组织的省优质课一等奖人员。

此外，为鼓励优秀青年教师脱颖而出，
新政规定，任现职以来获得国家级政府综合
表彰、国家级学术技术称号、中原名师或在
教学研究、改革和实践中成绩突出，作为主
要完成人（限前3名），获得国家基础教育教
学成果奖二等奖及以上奖励的，申报高级教
师职称时，聘任年限可适当放宽1～2年。

《河南省中小学教师职称评价标准》出台

中小学教师职称晋升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

办理相关政务服务事项
缺相关材料可先办后补

按照《郑州市政务服务容缺受理办法(试行)》，容缺受理是
指申请人在办理相关政务服务事项时，应提交的材料中，主要
申报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非关键性申报材料有欠缺或存
在瑕疵但不影响实质性审核的，经其书面承诺在办理部门作出
办理结果前补齐或补正的，政务服务综合受理窗口可先行受
理，并进入正常审批程序。主要申报材料欠缺或存在瑕疵的，
应当按照正常受理程序进行，依法向申请人出具补正通知。

根据《办法》，由综合受理窗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
行核验，符合容缺受理条件的，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补齐补正
的可容缺的申报材料清单、补交窗口、补交时间期限及逾期
未补齐补正的相关责任。

需要提醒的是，申请人未在承诺时限内提交补齐、补正
材料的，政务服务职能部门依法作出不予审批(批准)等决
定，并说明理由。同时，由市级相关政务服务大厅列入失信
名单，一年内对其所有申请不再适用容缺受理。

网上申报业务
两个工作日内可看到预受理结果

根据《郑州市政务服务办事大厅一口受理工作规则(试
行)》，我市将全面实行“一口受理、集成服务”的行政审批服
务新机制，着力打造标准统一、服务集成、机制完善、行为规
范的“全国一流、服务最优”的政务服务环境新高地。

按照要求，市政务服务办事大厅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了
预约服务、取号咨询、办事引导等相应导办和配套服务。由
申请人持有效身份证件预约，预约服务在房屋交易与不动
产登记、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障等办理业务量大、群众办理
的高频事项领域提供，每天预约服务的数量不超过该项业
务平均日办件数量的10%。如果超过预约时间一小时还未
来办理预约业务的，预约就要取消。

行政相对人通过网上办事大厅申报业务的，由网厅受
理人员受理，并在收到网上申请后两个工作日(或按规定时
间)内将预受理结果直接通过网上办事大厅告知行政相对
人，同时视所申报事项的网上办理深度和申请材料完善程
度开展审批(审查)、决定工作。行政审批服务结果送交市政
务服务大厅统一发证窗口处理。

统一建立政务服务
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规则》明确，建立以公众需求与管理规范相结合为导向
的服务评价机制，在市政务服务改革管理领导小组的统筹
下，统一建立政务服务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从政务公开、服务
规范、服务质量、服务效率、服务创新等方面，开展政务服务
群众满意度测评和第三方评价，评价各部门政务服务水平，
推动各部门不断提高审批服务标准化率、无纸化率、综合办
理率、网上办理率和联合办理率。

我市试行政务服务
“容缺受理”机制
办事大厅“一口受理”缺材料可先办后补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为营造国际化营商环
境，构建“商事简便、快捷高效、最多跑一次”的综
合政务服务机制，市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郑州
市政务服务容缺受理办法(试行)》和《郑州市政务
服务办事大厅一口受理工作规则(试行)》，我市将
试行政务服务“容缺受理”机制和办事大厅“一口
受理”工作规则，今后，办理相关政务服务事项
时，不仅缺相关材料可先办后补，而且还能感受
政务服务办事大厅“一口受理”的高效便捷。

公积金贷款被拒
两种方式可举报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记者从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了解到，根据全市统一安排，郑州住房公积金领域涉黑涉
恶违法线索举报工作全面启动，市民可通过拨打举报热线或
发送电子邮件两种方式进行举报。

此次举报重点为：非法中介协助缴存职工以虚假手段违
法提取住房公积金，并胁迫收取高额手续费；非法中介协助缴
存职工以虚假手段违法骗取住房公积金贷款，并胁迫收取高
额手续费；房地产开发企业拒绝或变相拒绝购房职工使用住
房公积金贷款问题。

举报方式：一是举报电话：0371-12329；二是举报邮箱：
zfgjjbgs@126.com。举报需提供的内容为：举报对象、信件标
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及主要事实，还有举报人
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地址、联系电话、电子邮箱。
该中心将依法保护隐私权，保守联系方式等信息秘密，如联系
方式信息不准确或者不真实，系统将无法受理举报信息。

本报讯（记者 王红）昨日，记者
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优秀教师代
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高丘镇黑虎
庙小学校长张玉滚入选2018年全国
教书育人楷模。

2018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由教
育部统一评选，全国共有 10人入选，
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
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

此次我省入选的优秀教师张玉
滚，1980年出生。自他从师范院校毕
业后，扎根深山17年，先后教了500多
名孩子，培养出16名大学生。张玉滚
任教的小学曾因交通困难，学生每学
期的课本都由他用一根扁担挑进大
山，一挑就是5年。多年的乡村教学工
作，练就了他过硬的技能：手执教鞭能
上课，拿起勺子能做饭，握起剪刀能裁

缝，打开药箱能治病。他用自己的全
心付出，照亮了山区农村孩子们的求
学之路，也照亮了孩子们的心灵之
路。他用高尚的品格诠释了师德的内
涵，曾获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全国师
德标兵、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

至此，我省已有 4位教师获此殊
荣，今年也是我省连续三年都有优秀
教师入选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3108套经适房
10日起轮候供应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记者从市房管局了解到，我
市拟于 9月 10日至 14日组织经济适用住房轮候供应。本次
供应为预登记，共计6个项目3108套房源。

据了解，此次供应的经适房包括二七区两个项目，分别是
美景园和秀水湾二期，惠济区四个项目，分别是紫荆西园一期、
保利海上五月花玫瑰园、保利海上五月花茉莉园、保利海上五
月花百合园。其中，美景园为公共租赁住房转经济适用住房项
目，秀水湾二期、保利海上五月花为剩余房源。本次轮候供应
对象为依据《郑州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取得经
济适用住房购房资格证的家庭，包括22511号至 40936号（参
加此次轮候人数与房源数一致，包含37960号以前放弃次数未
达到三次的家庭）。

按照规定，本次供应采取在郑州市住房保障办事服务大厅
统一组织，按有效资格证号，依次确认资格、选项目登记的方式进
行。预登记开始前，将按有效资格证号进行通知，两天四次电话，
一次接通即确认、四次未通不再打电话通知，同时利用短信平台
进行通知。各个项目设立接待处，购房群众可自行前往咨询。
随后，市民按规定时间到郑州市住房保障办事服务大厅，按照顺
序号，依次选择项目进行登记，具有优先资格的家庭优先登记。

市房管局特别提醒，本次轮候的所有项目，在取得预售证
前，严禁开发企业私自组织选房、收取定金或变相收取预付款
等活动，违规企业由执法部门严惩，选房等活动不予认可。预
登记购房户更要保持高度警惕，自觉依规选房交款，在项目未
取得预售前如存在自行提前选房或付款行为，法律后果自
负。本次轮候如有剩余房源，将继续进行常态化顺延登记。

我省教师张玉滚入选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 通讯员
徐凯 文/图）新学期已至，我市中小
学校通过组织新生入学仪式、文明
出行进课堂等，让学生们以多彩方
式开启新学期的校园生活。

9月 3日，是金水区文源小学
一年级新生正式入学的第一天，二
年级的优秀少先队员代表和家长
志愿者早早做好准备,在规定的接
送点迎接新生入学。

“文源小水滴们，欢迎你们。”
少先队员代表手举班级标识牌，整
齐划一，与家长志愿者一道组织新

生排队有序步入校园。
秋季开学典礼暨一年级入学

仪式上，全体学生身穿代表着生机
与希望的校服在鲜艳的国旗下唱
国歌、敬队礼。二年级学生代表向
新生赠送了手工贺卡、书签等礼
物，拉近了不同年级学生之间的感
情。之后，学校还宣读了上学年在
学期和暑假中表现优异并获奖的
先进个人和班级名单，并为获奖个
人和班级颁发了奖状和奖品。

郑东新区白沙小学是一所农
村学校，在昨日举办的秋季开学典

礼上为学生们送上了一份特别的
礼物，正式成立了大白沙红领巾交
响乐团。

“得益于郑东新区教文体局加
速城乡教育一体化进程，加大对农
村学校的支持力度和资源倾斜，近
年来学校开足开全了校本课程，让
孩子们校园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校长刘俊岭告诉记者，希望白沙
小学大白沙红领巾交响乐团为学
生插上艺术的翅膀，在艺术的殿
堂里自由翱翔，帮助每位学生遇见
最好的自己。

小学新生入校
迈进新校园迎接新精彩

本报讯（记者 王红）9月 3日，市人社、
财政、卫生、税务等部门联合出台新政，2018
年，郑州市城乡居民医保个人参保缴费标
准、财政补助标准上调，其中，个人缴费由每
人每年 180元调整为 220元，财政补助每人
每年由 450元调整为 490元，筹资标准平均
达每人每年710元。

困难群众个人无须缴费
政策规定，今年我市城乡居民、全日制

在校大中专院校学生个人年度缴费标准统
一调整为每人每年 220元。其中，最低生活
保障对象、特困供养人员、丧失劳动能力的
残疾人、低收入家庭 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和未成年人以及符合规定的优抚对象等人
员，经扶贫、民政部门认定确实无力缴纳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困境儿童等人员，其个人无须缴纳年度

医疗保险费。
随着参保居民个人缴费调高，我市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每人每年财政补助标准
也由原来的 450元调整到 490元，其中：中
央财政补助 282 元、省财政补助 104 元，市
财政补助42元、县（市、区）财政补助 62元。

不同参保者待遇享受期限不同
虽然居民缴费标准相同，但不同参保

者待遇享受期限不同。其中，普通居民、
全日制在校大中专院校学生本次缴费医保
待遇期为 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年底。
2018年新出生婴幼儿，参保登记后，直接免
缴费享受自出生之日起至 2018年年底的城
乡居民医保待遇；正常缴纳 2019 年度的医
保费用。也就是说，2018 年新生儿今年参
保缴费后，医保待遇期是自出生日~2019年
年底。

此外，全日制在校大中专院校学生可按
学制一次性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学生在
校学习期间，其个人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标
准不再进行调整。

居民医保待遇10月1日起调整
为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制度落实，引导

病人合理就医，自2018年 10月 1日起，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各类定点医
疗机构的住院起付线及报销比例也进行调
整，具体为：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起付
标准为 150，报销比例为 150 元～1000 元
80%，1000元以上 90%；一类定点医疗机构
起付标准 600，报销比例为 600元~3000元
65%，3000元以上 75%；二类定点医疗机构
起付标准 1200 元，报销比例为 1200 元~
5000 元 60%，5000 元以上 70%；三类定点

医 疗 机 构 起 付 标 准 2000，报 销 比 例 为
2000~8000元 55%，8000元以上65%。

此外，2019 年 1月 1日起，参加居民医
保的全日制在校大中专院校学生门诊医疗
费统筹标准由原来的每人每年 100元调整
到每人每年150元。

中医药治疗项目报销水平提高
新政规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参加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在县级
（一类）及以上中医医院定点医疗机构住院
的，其住院报销起付标准在同类别定点医疗
机构规定标准基础上降低 100元。参保居
民使用中医药服务的住院医疗费用，基本医
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比例在原定基础上提
高 5个百分点。中医药服务项目指纳入基
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的中药饮片、中成药、
中药制剂和中医诊疗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