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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通报重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

郑州2.5万套人才公寓全部开工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
整改提升11月排名揭晓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昨日，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领导
小组办公室公布了 11月创建整改提升工作排名，郑东新区、巩
义市、市规划局分列区（开发区）组、县（市）组和市直单位组第一
名。管城区、荥阳市、市农委分列各组最后一名。

11月，各单位按照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整改提升动员会
精神，围绕创建短板和差距，积极开展整改提升工作，努力缩小
创建差距，不断巩固创建成果。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郑州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工作督导考核办法的通
知》精神，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结合各单位
生态建设工程推进和整改提升情况，对各成员单位11月工作进
行了考核，排名如下：

区（开发区）组：
第一名：郑东新区；第二名：高新区；第三名：航空港区；第四

名：金水区；第五名：二七区；第六名：上街区；第七名：惠济区；第
八名：经开区；第九名：中原区；第十名：管城区。

县（市）组：
第一名：巩义市；第二名：新郑市；第三名：中牟县；第四名：

新密市；第五名：登封市；第六名：荥阳市。
市直单位组：
第一名：市规划局；第二名：市园林局；第三名：市城管局；第

四名：市林业局；第五名：市交通委；第六名：市财政局；第七名：
市发改委；第八名：市城建委；第九名：市气象局；第十名：市水务
局；第十一名：市房管局；第十二名：市文物局；第十三名：市环保
局；第十四名：市国土局；第十五名：火车站管委会；第十六名：市
交警支队；第十七名：黄河生态旅游风景区管委会；第十八名：市
农委。

今冬郑州电网最大
负荷达920万千瓦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12月 6日，记者从国网河南省电力公
司迎峰度冬媒体通气会上获悉，预计度冬期间郑州电网最大负
荷 920万千瓦，市区最大负荷 485万千瓦，分别较 2017年增长
11.8%和 9.5%。在地区内统调电厂全开机方式下，电网整体供
电能力 1020 万千瓦，盈余 100 万千瓦，整体满足用电负荷需
求。今年冬季郑州电网整体形势表现为“整体供需平衡，局部供
电紧张”。

据介绍，度冬期间郑州电网负荷压力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
是天气变冷导致采用空调、电锅炉取暖的办公、商业和部分居民
小区负荷持续增大，可能造成CBD、港区、惠济区的局部区域供
电紧张，预计冬季电网最大负荷将出现在 1月中下旬。二是受
峰谷差电价政策影响，上街地区大量中小型高耗能工业企业在
年底为用户赶订单，会导致后半夜电网负荷集中增加，大量冲击
性工业负荷将造成部分配电线路重过载。三是春节期间有大量
外来务工人员返乡，造成局部区域负荷明显上升，突出体现在郑
州郊区及六县市中低压配网负荷的增加。

为确保度冬期间安全可靠供电，12月底前，国网郑州供电
公司将在郑州地区完成新建、扩建35千伏及以上变电站10座，
其中新建 3座，增容扩建 7座，线路 8条，长度 30.22公里，合计
新投、增容变压器 14台，新增变电容量 72.55万千伏安，有效应
对可能出现的负荷增长。

为积极应对电网突发故障，国网郑州供电公司通过设置66
个抢修驻点缩小供电抢修半径，组织抢修队伍数量142支，抢修
人员 1716人，抢修车辆 329辆。针对投运设备、冬季恶劣天气
和取暖特殊时段，编制相关预案，积极开展主动抢修，最大限度
缩短用户停电时间。

全市开展停车场
管理行业大整顿
重点打击违规收费等行为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昨日上午，市城管局组织召开停车场
管理行业大整顿活动部署会，决定从即日起到12月 31日，在全
市停车场管理行业开展大整顿。

按照《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关于开展停车场管理行业大整顿
工作的通知》，此次整顿采取上下联动、以区为主的方式开展，重
点严厉打击违规收费、无证人员收费、不按标准收费、收费不提
供发票、私设停车泊位等行为，同时严格查处管理人员无证上岗
和市、区两级停管中心工作人员不履职尽责问题。通过整顿规
范行业管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为市民营造良好的停车环境。
同时，健全完善停车场建设台账、道路停车泊位台账、收费标准
台账、收费人员名录台账、市、区两级停管中心工作台账和停车
场负责人、收费员培训台账。

各区、管委会负责制定本区域大整顿工作方案，抽调精干人
员建立执法检查队伍。组织开展拉网式排查，快速处理和从重
处罚相结合，对投诉较多的热点区域开展针对性的检查、清理和
查处行动，对存在的问题一查到底、一清到底。

我省形成“3+3”医疗保障模式

“三重医保”“三重救助”
助推健康扶贫见实效

本报讯（记者 王治 实习生 陈佩佩）昨日，记者从河
南健康扶贫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6年以来，我省
紧紧围绕让贫困人口“看得起病、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少
生病”的目标，统筹施策、精准发力，取得显著成效。全省
因病致贫返贫人口由 2016 年的 170 万减少到目前的
111.56万，减少58万多人。

据介绍，目前，我省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困难群众大
病补充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覆盖，农村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实际报销比例由2016年的 52.25%
提高到今年11月的 88.58%，提高了36.33个百分点。持
续加大投入力度，为贫困地区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建设项目 348个，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服务条件明显改
善。贫困人口疾病分类救治率达到99.5%，9种大病集中
救治率达到99.82%，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优先覆盖所有贫
困人口。

为提高特惠政策的精准度，我省还出台了一系列针
对贫困人口特惠医疗医保救助政策，主要包括：采取地方
财政据实出资资助贫困人口 100%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实现应保尽保；贫困人口基本医保门诊慢性病病种增
加到15种以上，门诊重特大疾病病种增加到 27种以上，
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提高到 85%；大病保险对贫困人口
实施“一降一提高”倾斜政策，起付线由1.5万元降至0.75
万元，合规自付医疗费用分段报销比例分别由 50%、
60%、70%提高到80%、85%、95%；将贫困人口全部纳入
医疗救助范围。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基础上，2017年，
我省建立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制度。困难群众大
病补充医疗保险按人均 60元标准筹资，实行省级统筹，
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基础上，为贫困人口建立了第三道
保障线。

如今，我省已建立了“三重医保”（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三重救助”（医疗救
助、疾病应急救助、慈善救助）医疗保障网，形成了河南特
色的“3+3”医疗保障模式。按照全面推动我省健康扶贫
三年攻坚行动，我省将继续聚焦因病致贫存量和预防因
病返贫增量两大难题，整合资源，防治结合，双向发力，千
方百计保障农村贫困人口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努力
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为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健
康保障。

我市西区不礼让斑马线
抓拍设备增加至22个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 通讯员 李冰)为保障行人安全通过道

路，提高广大机动车驾驶员的守法意识和文明意识。自 10月
27日起，郑州市交警二大队开始在西区的 15个斑马线路口或
路段，对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的违法行为开展视频抓拍专项行
动，在 40天的时间里，共抓拍录入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交通违
法 3122起。不仅如此，斑马线前的抓拍设备也在逐步增加，截
至目前，已安装抓拍设备的路口增加到了22个。

目前正在进行抓拍的22个斑马线路段分别是——
中原区 18个：五龙口路冉屯东交叉口向西 100米（五龙口

小学）、建设路桐柏路向西200米（24中北门）、桐柏路棉纺路交
叉口向西 300 米（国棉一厂家属院北门）、建设路百花路向东
300米斑马线、秦岭路棉纺路交叉口向南600米斑马线处、淮河
西路桐柏路向东 100米（淮河路小学北门）、伏牛路岗坡路向南
100米（建设路二小西门）、伏牛路洛河路（二砂小学）、棉纺路秦
岭路交叉口向东200米斑马线、嵩山路广场南街路口、中原路二
大队门口向西200米（中原工学院北门）、嵩山路互助路交叉口、
嵩山路金水桥（河南工业大学东门）、航海路 73中北门向西 300
米斑马线、中原路工人路向东200米、桐柏路中原路向东三百米
(中原工学院南门）、工人路和伊河路交叉口向东300米（伊河路
小学南门）、伊河路与百花里交叉口斑马线。

高新区4个：月季街枫杨外国语中学西门、瑞达路渠瑞二路
向北100米（郑州中学）、梧桐街睿楠花园门口斑马线、瑞达路桂
花街斑马线（郑州中学小学部）。

郑州入围冬季十大
出境海岛游出发城市

本报讯（记者 成燕）近几天，全国出现大范围降温降
雨降雪天气，“避寒游”成为近期旅游市场热点，尤其是

“海岛游”热度持续蹿升。西安、兰州、郑州、成都、北京等
地报名出境海岛游的人数增加 30%～50%。昨日，携程
网发布的相关分析报告显示，郑州与北京、成都等一同入
围“冬季十大出境海岛游出发城市”。

据了解，12月第一周，海南三亚成为最热门的海岛
线路，跟团报名的人数增加了近四成，其中超过 50%是
想要外出“避霾”“避寒”的中老年人，其中有些人还要去
海南过冬一个月以上。

昨日，携程发布的《冬季出境海岛游排行榜》显示，12
月以来以“海岛”为关键词的度假线路搜索量，环比增长超
过了 60%以上。四季如春、空气清新的东南亚、南太平
洋、非洲海岛预订火爆。携程跟团游、自由行数据显示，从
11月至12月，各境外海岛出行人数增长60%以上。

根据 11月至明年 1月的携程度假产品订单数据排
行榜显示，越南芽庄、泰国普吉岛、印尼 巴 厘 岛、马 来
西 亚 沙 巴、菲 律 宾 长 滩 岛、越 南 岘 港 等 国外海岛较
受青睐。从国内游看，海南三亚线路依旧是避寒目的地
首选。

哪些城市的市民最热衷冬季海岛游？根据度假产品
的预订出发人数，昨天，携程旅游发布了“冬季十大出境
海岛游出发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成都、重庆、南京、
广州、西安、武汉、昆明、郑州。

据了解，目前，距离春节还剩两个月，许多热门岛屿
的销售已进入高峰期。昨日，携程旅游、驴妈妈旅游网等
多家旅游网出境游负责人表示，目前短线海岛游产品销
量火爆，想春节出游的市民最好尽早预定。随着春节临
近，部分产品价格也将有大幅上涨，增长幅度可能会达到
30%～100%。

据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记
者 樊曦）记者6日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
悉，我国将于今年年底开通10条铁路
新线，新增高铁营业里程约2500公里。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
人介绍，2018年底，京哈高铁承德至
沈阳段、新民至通辽高铁、哈尔滨至
牡丹江高铁、济南至青岛高铁、青岛
至盐城铁路、杭昌高铁杭州至黄山
段、南平至龙岩铁路、怀化至衡阳铁
路、铜仁至玉屏铁路、成都至雅安铁
路等 10条新线即将开通运营，新增
高铁营业里程约2500公里，阜新、朝
阳、承德、通辽、牡丹江、日照、连云
港、盐城、雅安、丽江等多个城市首开
动车。铁路部门安排开行新增动车
组列车 276.5 对，中国高铁运能大大
提升，更好满足沿线旅客乘坐动车组
出行的愿望。

新线投入运营后，部分城市间旅
客列车运行时间进一步压缩。哈尔
滨至牡丹江间全程压缩 3小时，北京
至牡丹江间全程压缩8小时57分，牡
丹江至北京间全程压缩6小时57分，
通辽至沈阳间全程压缩2小时21分，
沈阳至承德间全程压缩8小时23分，
北京南至青岛间全程压缩 58分钟。
新图实施后，全国铁路 81对公益扶
贫“慢火车”继续开行。

新图实施后，全国铁路主要货运
通道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铁路
部门将继续实施“六线六区域”货
运增量战略。六线即大秦线、张唐
线、瓦日线、侯月线、西合线、兰渝
线；六区域即山西、陕西、蒙西、新疆、

沿海、沿江。
此外，铁路部门将进一步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贸易需求，
中欧班列开行数量由调图前的 65
列增至 68列，中亚班列由 30列增至
33列。

10条铁路新线年底前开通

据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记者
郁琼源）日前，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广电总局、国家电影局了解到，为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关
于治理影视行业天价片酬、“阴阳合
同”偷逃税等问题通知要求，从今年
10月开展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
作以来，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开展工作，
加强政策宣讲，做细告知辅导，帮助纳
税人做好自查自纠工作。目前，规范
工作开展有序，影视企业及相关从业
人员认真自查自纠、主动申报纳税。

相关部门负责人指出，国家支持
影视行业健康发展的方向不会变，税
收促进影视行业健康发展的政策不会

变，而且将在规范管理的同时，进一步
服务和支持影视行业加快发展。

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广电总局、国
家电影局有关负责人重申，根据税收
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对自
查自纠并到主管税务机关补缴税款的
影视企业及相关从业人员，免予行政
处罚，不予罚款。希望广大影视企业
及从业者能以本次影视行业规范为契
机，主动对照税收法规，认真开展自查
自纠，并以此规范企业及从业者涉税
业务，努力做守法诚信的纳税人。据
记者了解，在自查自纠阶段不存在约
谈程序及相关事宜，税务部门对影视
从业人员开展了政策辅导和沟通解释

工作，以帮助影视企业和从业人员更
好自查自纠。

同时，三部门再次明确强调，各地
工作中要严格依法依规，精准把握和
执行政策，维护影视企业及从业人员
合法权益。

据统计，今年 7月以来，全国影视
企业注销数量保持平稳，新增注册影
视企业数量呈上升态势，影视业创作
生产数量与质量稳步提高，这反映了
当前我国影视行业稳定发展的良好态
势。业内专家表示，规范税收秩序，有
利于提升影视行业在薪酬、资本、核算
等财务方面的管理水平，必将促进我
国影视业健康发展。

依法依规开展工作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取得积极进展

12 月 6 日，
中国“八纵八横”最
北“一横”枢纽高铁
站——牡丹江新站
正式竣工，预计今
年底与哈牡高铁同
步开通运营。新站
建筑面积 29515
平方米，站房以“国
花牡丹”为主立面
造型，并融入欧洲
建筑元素进行重新
设计，极具风情。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八纵八横”最北“一横”枢纽高铁站

牡丹江新站竣工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省政府通报
了“2018 年 1～10 月份省重点民生实事进
展情况”,总体上看，截至 11月 15日，省重
点民生实事 29项指标任务已基本完成 18
项，其他指标任务正在加快推进。

省政府要求，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
省直各主要责任单位要高度重视，对未完成
事项要强力督导、全力冲刺，确保如期全部
完成；对已完成事项要按照要求，及时开展
自查，做好考核验收准备工作。省统计局、
省发展改革委将根据各项民生实事任务完
成情况，及时组织开展核查认定工作。

【关键词】提高生活保障
民生实事第一项，就是继续提高城乡居

民生活保障水平。
在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方面，全省

194个城市低保资金发放的县级单位中，已
有 187 个完成 10 月份发放工作；全省 179
个农村低保资金发放的县级单位中，已有
164个发放到位。全省 202个县级单位中，
已有 189个完成 10月份残疾人“两项补贴”
资金发放工作。

值得关注的是，我省城乡居民基础养老
金提标和企事业单位基本养老金调整。截
至 10月底，各地已按照提高后的城乡居民
基础养老金标准进行正常发放；各地按照企
事业单位基本养老金调整方案，已将调整增

加的基本养老金全部发放到位。

【关键词】人才公寓建设
推进青年人才公寓建设方面，也传来好

消息。
截至 10月底，省直共 2.5万套人才公寓

建设任务，已有20190套进场施工，其他将于近
期开工建设；郑州市2.5万套人才公寓建设任
务，已开工建设25600套，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关键词】新增就业人员
截 至 10 月 底 ，全 省 新 增 城 镇 就 业

114.05万人，其中失业人员再就业 28.43万
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9.92万人，均已
全部完成年度目标。

【关键词】公厕新建改造
河南加强城市建成区公共卫生厕所新

建改造。截至 10月底，全省城市公共厕所
已完工2565座、完成年度目标的135%。

乡镇建成区公共卫生厕所新建改造工
作，截至10月底，全省乡镇公共厕所已开工
建设 4372座，其中已完工 2785座、完成年
度目标的76.28%，不过，鹤壁市、滑县、周口
市竣工率不足30%。

旅游卫生厕所新建改造。截至 10底，
全省旅游卫生厕所已完工 1644座，超额完
成年度目标。

【关键词】妇女儿童健康
免费“两癌”筛查，截至10月底，全省累

计完成宫颈癌筛查 132.4万人、乳腺癌筛查

131.1 万人，分别完成年度目标的 94.56%、

93.68%。

免费“两项”筛查，截至10月底，全省共

完成孕产妇产前筛查 127.43 万例，覆盖率

为65.34%；完成新生儿“两病”筛查98.24万

例、听力筛查 97.31 万例，覆盖率分别为
95.08%、94.17%。

【关键词】电网升级改造
13个贫困县电网脱贫方面，截至 10月

底，已完成220千伏～35千伏工程18项，占
全年目标的 66.7%，10 千伏及以下工程已
全部完成。

已电网脱贫 40个贫困县的 1300 个非
贫困村电网改造任务已全部完成。

1235个深度贫困村电网改造任务已全
部完成。

【关键词】农村饮水保障
保障村民的饮水安全，其中，深度贫困

地区 913个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任务。截

至 10 月底，已全部开工建设，其中已完工

882个村、完成年度目标的 96.6%。计划退

出的 33个贫困县 233个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升任务已全部完成。

【关键词】“双一流”大学
国家级科研平台方面，截至10月底，郑

州大学新增国家级科研平台3个，河南大学

新增国家级科研平台1个。

国家科技奖项或研发专项方面，截至

10 月底，郑州大学已获批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或研发专项 24 项，其中 10 月份新增

1 项；河南大学已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或研发专项 1 项。

高层次人才和团队方面，截至10月底，

郑州大学先后引进培养院士、长江学者、国家

杰青、千人计划等国家级学术领军人才16名，
河南大学先后引进国家级学术领军人才7名。

【关键词】提升医疗水平
作为人口大省，提升医疗水平事关全省

人民的健康。
备受关注的六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工作有了新进展：
高层次人才方面，1～10月份，六大区

域医疗中心先后引进院士、领军人才、拔尖
人才等高层次人才38人。

新技术新项目方面，六大区域医疗中心
已开展新技术新项目30项。

国家级科研项目方面，六大区域医疗中
心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27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