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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我省财政收入
增幅持续回升向好
为今年以来当月最高增幅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继 5月份我省财政收入增速由负转正
后，6月份，我省财政收入增幅继续回升。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长 26.5%，为今年以来当月最高增幅，增幅比 5月份提高 11.3个
百分点。

随着我省把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统筹抓起来，全省财政收入
持续恢复改善。全省 6月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同比
增长 27.9%，增幅比 5月份提高 14.5个百分点；非税收入同比增长
23.9%，增幅比5月份提高3.9个百分点。前6个月，17个省辖市及
济源示范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同比增长 1.1%，增幅由负转
正，比一季度、前 4个月、前 5个月分别提高 15.7个、10.7个、6.3个
百分点。

支出方面，民生领域依然属于重头戏。今年上半年，全省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5887亿元，全省民生支出合计 4510.5亿元，占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为76.6%，同比提高0.6个百分点。

基层党建重点任务
集中攻坚行动开启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全市基层党建重点任务“挂图作战
集中攻坚”行动动员会议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吕挺琳出席会
议并讲话。

吕挺琳表示，开展“集中攻坚”行动，是贯彻落实市委决策部
署的实际行动，是确保全面完成目标任务的现实需要，是解决当
前基层党建瓶颈问题的有效途径。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这次
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确保我市全年
基层党建工作目标顺利完成。

就集中攻坚重点任务，吕挺琳要求，要紧扣市委中心大局、当
前工作短板和今年的重点难点工作，开展集中攻坚、重点突破。
要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持续走深走实。要
推进党建引领“三项工程、一项管理”取得实效，（下转二版）

市领导到惠济区调研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战略落地见效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昨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

主任杜新军到惠济区调研基层纪检监察工作。
在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惠济区新城街道毛庄村党

群服务中心、惠济区纪委监委机关等地，杜新军察看“六稳六保”
和“三送一强”落实情况，了解纪检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和基层
廉政建设情况，并与基层纪检监察干部面对面座谈交流，听取意
见建议。

杜新军提出，纪检监察机关要按照“干在实处、站在首位”的
新要求，树立实干导向、坚持首位标准，找准切入点、做实支撑点，
履行好监督职责和协助职责，推动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充
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的作用，（下转二版）

郑州上榜暑期旅游
十大热门目的地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2020 年暑期旅行消费报告》发
布，郑州同时上榜国内暑期旅游十大出游及热门目的地。

昨日，携程发布的《2020年暑期旅行消费报告》分析预测，虽
然出行人次等同比呈现下滑态势，但环比 6月、5月，今年暑期的
7月和8月将相对性地迎来一波持续性出行高潮。

国内暑假出游的热门出发地、热门目的地是哪里？去哪里
的人最多？携程旅行网综合截至 7月 10日的预订数据显示，上
海、广州、成都、深圳、重庆、杭州、西安、南京、郑州、长沙为排名
前十的游客出发地。排名前十位的热门目的地为：上海、广州、
成都、杭州、深圳、重庆、西安、昆明、南京、郑州。

业内人士分析，从该排名结果来看，“热门出发地即目的地”
这一趋势非常明显。携程大数据显示，7月 1日至 12日，郑州地
区游客人数整体环比6月同期增长10%以上，预订量也增长13%
左右。十大热门客源目的地为：郑州（本地人游本地）、上海、西
安、北京、洛阳、重庆、深圳、南阳、广州、商丘。

暑期游客来郑州最喜欢去哪些景区打卡？大数据显示，今
年暑期，郑州热门景区分别为：郑州方特欢乐世界、郑州海洋
馆、郑州市动物园、郑州方特水上乐园、郑州方特梦幻王国、冰
雪城堡、新密神仙洞、银基乐海水世界、中国绿化博览园、康百
万庄园等。

本报讯（记者 李娜）7 月 13
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为进
一步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
业应对风险、渡过难关，河南省
人社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
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延长阶段
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
施期限问题的通知》，继续延长
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
策 ，降 低 个 人 社 会 保 险 缴 费 基
数，切实减轻用人单位和个人缴
费负担。

据悉，为帮助企业纾解疫情
影响带来的生产经营困难，2020
年 2 月起，我省阶段性减免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费单位缴费部分，进一
步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应对风险、渡过难关，切实减轻
了企业和低收入参保人员的缴
费负担。

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
社保费政策

根据《通知》，我省对中小微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免征
的政策，延长执行到 2020 年 12
月底。对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

位（含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
等各类社会组织，不含机关事业
单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
分减半征收的政策，延长执行到
2020年 6月底。

对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
严重困难的企业，缓缴三项社会保
险费的政策延长至 2020 年 12 月
底，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大型企
业缓缴政策与减半征收政策可叠
加享受。

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单位
方式参加三项社会保险的,继续参
照企业办法享受单位缴费减免和
缓缴政策。上属政策实施期间不
影响个人社会保险权益。

降低个人社会保险
缴费基数

我省在 2020缴费年度（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内三项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下
限继续按 2019 缴费年度的缴费
基数下限标准执行（即按 2018年
全省全口径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
资的 60%，2745 元执行）；个人缴
费基数上限标准按 2019 年全省
全口径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300%执行。

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
缓缴社保费

对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各
类灵活就业人员在 2020年 7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内缴纳基
本养老保险费确有困难的,可自愿
暂缓缴费。

对未缴费月份，可于 2021 年
12月 31日前进行补缴，补缴不加
收滞纳金。

确保各项社保待遇
按时足额发放

《通知》要求，各级政府要切实
承担主体责任，加强资金调度，做
好资金保障工作，确保各项社会保
险待遇按时足额支付。

省级将根据各地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能力，对减征
后发放压力较大的统筹地区，减征
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由省级统筹基
金予以全额弥补。对失业保险基
金结余较少的统筹地区，给予失业
保险基金省级调剂，对工伤保险基
金入不敷出或因出现重大事故不
足支付的统筹地区，可申请省级工
伤保险储备金调剂补助。

助企纾困 河南再出利好消息

中小微企业减免社保费政策延至年底

郑州南站开始
“封顶盖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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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招开考在即
建议考生提前“踩点”

数字郑州
产业生态联盟启航

这是7月13日拍摄的郑州南站站房工程首片
屋盖钢桁架吊装施工现场。

当日，郑州南站站房工程首片1800吨屋盖钢
桁架吊装提升到位。至此，郑州南站站房开启“封
顶盖帽”第一步，完全封顶后，站房施工将转入金
属屋面和外幕墙施工阶段。

郑州南站是郑州市第三个大型综合客运枢纽
站，与郑州站、郑州东站形成“金三角”的枢纽格
局。郑州南站集高铁客运中心、高铁物流中心、空
铁换乘中心、长途客运中心和旅游集散中心于一
体，以扩充郑州航空港区腹地范围和口岸通关能
力、更好地服务于河南自贸实验区建设为重任，成
为推动河南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健 摄影报道

市领导调研自贸区郑州片区

力争在全省高水平
扩大开放中作表率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昨日，市政协主席张延明带队到河
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及金水区块、郑东区块调研办事处、办
事大厅运营、相关业务开展及物流综合服务平台运行情况
等。副市长万正峰，市政协副主席吴晓君、薛景霞参加调研。

在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管委会金水区办事处、郑东
新区办事处，张延明一行实地察看办公场所，听取工作进展介
绍，询问入驻企业信息、工作人员履历及负责工作开展情况，
认真听取相关部门反馈的建议并作交流。在郑州片区管委
会，张延明听取了片区建设情况介绍，到市场监管窗口了解

“三十二证合一”、全程电子化、实名验证系统等业务开展情
况，到海关窗口了解原产地信用签证，到国际陆港公司窗口了
解“一带一路”物流综合服务平台运行情况。

张延明对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所取得的成果表示肯
定。他说，建设河南自贸试验区是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下转二版）

战汛情 勇担当
——党员干部奋战抗洪一线故事

连日暴雨，河湖水位猛涨……眼下，我国南方多地进入防汛的关键时期。7月12日，国家防总将防汛
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水利部也将水旱灾害防御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

习近平总书记对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压实责任、勇于担当，
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组织广大干部群众，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切实做好监测预警、堤
库排查、应急处置、受灾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全力抢险救援，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面对严峻的汛情灾情，广大党员干部火速行动，冲锋在前，奋战在抢险救灾第一线，留下许多动人故事。

本报讯（河南日报记者 李铮）7 月 11
日，省委书记王国生到登封市调研文化旅
游融合发展工作。

在登封市市民文化中心，王国生听取
嵩山文化生态区规划建设和文旅融合发展
情况汇报，沿途察看城市绿道、自行车棚等
公共设施建设，指出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以文化为引领，以生态为底
色，把山水自然融入城市，依山趁绿打造城
市绿心、规划城市组团，强化全域资源整
合、全域服务提升，建设山在城中、城在绿
中的宜居旅游城市，推动旅游与文化、健
康、养老、体育、教育融合发展，让游客住下
来、静下来、慢下来。他强调，观念决定未
来，思路决定出路。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是思想观念转变，要以新发展理念全面审
视谋划工作，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创新的思
维破解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以逢山开路、遇
水搭桥的精神推动工作。

登封市嵩山少林塔沟武术学校是国内
知名武校，形成幼儿园到本科的完整教学
体系，多次参加奥运会、亚运会开幕式和中
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演出。王国生察看
学校党建、团建工作，了解课程设置与教学
组织，现场观看教学成果汇报表演。他与
武校学生们亲切交流，分享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体会，勉励大家树
牢理想信念、砥砺家国情怀，把中华武术发
扬光大，争当新时代出彩河南人。当听到
学生们谈到多次在世界各地表演中华武

术，传播功夫文化时，他强调，少林功夫在
全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是河南面向世
界极具魅力的文化名片。要以黄河文化为
引领，大力弘扬功夫文化，加快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高标准建设功
夫文化世界旅游目的地。

在少室阙遗址，王国生察看文化保护工
作，了解“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开发保护情
况，他叮嘱有关负责同志，文物“讲”故事最
生动、最深刻，要在活化利用上下功夫，让文
物活起来，更好讲述中国故事、黄河故事。
他指出，疫情唤醒了人们的健康生活意识，
国家扩大内需政策激发了人们对高品质生
活的向往，要善于识变求变应变，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型消费需求，危中寻

机推动文旅融合转型升级。他强调，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是河南发展的独特优势，要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
话精神，落实全省文化旅游大会要求，保护
好传承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科技、创意、资
本等新要素手段，打造具有影响力、竞争力
的文旅精品项目，真正把文化资源优势打造
为高质量发展优势。

何金平、王新伟参加调研。

王国生到登封市检查全省文旅大会精神落实情况时强调

深化融合厚植文旅发展新优势
更新观念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