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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通桥民意排行榜
（7月13日~7月19日）

过去一周（7月13日～7月19日），网友最关注的哪些
问题？各县市区回复情况如何？哪些帖文网友还在期盼回
复？请看中原网心通桥管理员的梳理和详解。

噪音扰民、占道经营、停车乱
收费、道路不通、路灯不亮……如
果您遇到这些烦心事，可通过“心
通桥”向我们获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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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反映兴华南街5号家
属院自行车棚存在消防隐患

心通桥督办员回访：物业
公司已对消防隐患整改完毕。

2020 年 7 月 6 日，网友
“城市新力量”在心通桥上发
帖，反映兴华南街 5 号家属
院，院内自行车棚和最里面平
房处存在很多杂物和废品等
易燃品无人管。这些东西与
电动车充电棚和汽车停车场
紧挨着，存在消防隐患。收到
网友反映后，淮河路街道办事
处回复称，网友反映的问题，
淮北社区已与小区物业沟通

联系，物业表示会积极配合，
尽快解决。

7月 16日心通桥督办员
到现场回访。在现场看到自
行车棚内依旧堆放着杂物，督
办员联系淮河路街道办事处，
淮北社区工作人员再次督促
物业公司，要求立即整改。据
了解，在棚内存放杂物的住
户，是一位常年生病的老人，
多有不便，鉴于此情况，消防
隐患处由物业公司代为整改，
现已整改完毕。淮北社区工
作人员表示，今后将加大检查
力度，及时发现及时清理。

心通桥回访

一周问政概况

7 月 13 日～7 月 19 日，
心通桥网络问政平台接到的
有效诉求中，民生生活类诉
求最多，占总量的 79% ，排
名第二的是教育公平类，占
8%，咨询类占 7%,疫情防控
类占2%，公共设施类占2%，
交通运输类占2%。

1.城 东 路 航 海 路 交
叉 口 东 100 米 豫 豪 路 好
多 大 树 已 倾 斜 60 度
（2020 年 6 月 2 日发帖至

管城区）
2.滨河小学今年秋季招

生吗?（2020 年 6 月 7 日发
帖至经开区）

网友盼回复

政策加速落地 企业突围寻机

郑州外贸“两路”并进逆势增长
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柳影 张倩

本报讯（记者 张倩）昨日，郑州
发放首批 100辆新能源出租汽车补
贴，每位出租车车主补贴3万元。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市
已有 300 多台出租汽车更新为新
能源出租汽车，其余补贴也将陆
续分批发放。按照计划，今年年
底前，我市将有 3000 多台出租车
更新完毕。

为加快推进郑州市新能源出租
汽车推广使用，构建绿色发展交通体
系，2019 年 8 月 8 日市政府印发了
《郑州市新能源出租汽车推广使用工
作实施方案》，明确从2019年 10月 1
日起，我市新增网约车和更新巡游出
租汽车使用新能源汽车。

奖补时间有调整。据介绍，经
市政府研究同意，《方案》中涉及巡
游出租汽车逐年退坡政府奖补励政
策等工作时间节点整体向后顺延一
年，调整为：2020年 12月 31日（含）
前提前更新的每台车奖补 3 万元，
2021年 6月30日（含）前提前更新的
每台车奖补 1.5 万元，2021 年 12月
31日（含）前提前更新的每台车奖补
1万元，2022年 1月 1日（含）之后停
止奖补。

目前，我市已有 300 多台出租
汽车更新为新能源出租汽车关于奖
补资金发放问题。行业管理部门正
逐步对市区更新新能源车辆经营者
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对符合要求的

经营者按批次发放奖补资金。
为进一步加快郑州市新能源出

租汽车的推广应用，市发改委、工
信局、税务局等多部门也纷纷行动
起来，逐步形成布局合理、便捷高
效、覆盖全市的电动汽车充电网
络，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提供坚实能
源保障；对接本地新能源汽车生产
企业——上汽乘用车、东风日产、海
马汽车、小鹏汽车等企业，在销售车
辆时，最大程度让利于民，以优惠的
价格为广大出租车主提供优质的产
品；加快推动新能源汽车在城市公
共交通等领域推广应用，将新能源
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的优惠政策延
续至2022年底。

人社部：

上半年整体就业
走势前低后稳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记者 王优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
业促进司司长张莹21日表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及就业工作都造成严重冲击，上半年整体就业走势前低后稳。

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0年第二季度网上新闻发布会上，
张莹说，一季度我国就业开局低迷，二季度随着复工复产稳步推进，
稳就业举措全面落地，劳动力市场需求升温，就业局势逐步回稳。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564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的 63％；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7％，二季度末全国城镇登
记失业率3.84％；市场需求实现由负转正，并延续回升态势。

张莹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从稳岗位、保重点、促匹配、兜
底线等方面精准施策。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共减免企业社会
保险费5769亿元，缓缴431亿元，预计全年将为企业减费1.6万亿元。

在强化困难帮扶兜底线方面，聚焦 52个未摘帽县、易地搬迁大
型安置区等重点地区，通过优先外出、优先稳岗、优先安置等措施，确
保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规模超过去年水平。经各方努力，截至 6月
底，全国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达2830万人，超过去年总数。同时，动
态调整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标准，用足用好各类公益性岗位，有效发挥
就业兜底保障作用。

据介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实施重点企业用工调度保障
行动，累计帮助 1万多家中央转办企业和地方重点企业解决招用工
55.4万人，确保重点防护物资及生活必需品有序生产、应急保供；实
施农民工返岗“点对点”服务行动，累计“点对点”运送 600多万名农
民工安全有序返岗；实施社保助企“免减缓”行动，1月至 6月共向
434.6万户企业发放稳岗返还 636亿元，惠及职工 1亿人，受益企业
户数是去年全年的3.8倍，中小微企业受益率大幅提高。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河南赛区开始报名
本报讯（记者 李娜）7月 21日，记者从市科技局获

悉，第九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郑州分赛区大赛开始
报名，报名截止日期为 7月 31日，大赛于 8月 18日（暂
定）采用线上方式举行。

据悉，第九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郑州分赛区大
赛，由郑州市科技局主办。

大赛按照初创企业组和成长企业组分组进行比赛。
符合条件的企业自愿登录大赛官方网站报名参赛。参赛
企业应对报名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大赛不向参
赛企业收取任何费用，注册截止时间和报名截止时间分
别为7月 24日和7月 31日。

河南赛区的比赛分为初赛、复赛、决赛三个环节，
郑州分赛区为河南赛区的复赛环节，将对通过河南赛
区初赛的郑州市参赛企业进行公开遴选，并按照省分
配的晋级名额推荐参加河南赛区决赛企业。郑州分赛
区将采用公开路演、公开评选的方式，产生优胜晋级企
业并进行尽职调查。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郑州分
赛区大赛于 8月 18 日（暂定）采用线上方式举行，尽调
完成后，2020年 8月 31日前向省组委会书面推荐晋级
企业。

第九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郑州分赛区组委会
办公室联系方式：郑州市科技局科技金融与服务业处，电
话为0371-67177125。

本报讯（记者 曹婷）昨日，记者
从郑州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了
解到，最新统计信息显示：今年 6
月，郑州全市商品房销售 23755 套
（间），销售面积252.85万平方米，销
售均价每平方米11554元。

其中，商品住宅销售 18793套，
销售面积217.3万平方米，销售均价
每平方米 11672 元。非住宅销售

4962 套（间）, 非 住 宅 销 售 面 积
35.55万平方米，非住宅销售均价为
每平方米10827元。

同时，6月郑州全市二手房共成
交 7222 套（间），成交面积 74.89 万
平方米，成交均价每平方米 10419
元；其中住宅二手房共成交 7009
套，成交面积 69.65 万平方米，成交
均价每平方米10440元。

此外信息还显示，在主城区的
各区：6 月全市商品住房销售均价
最 高 的 是 郑 东 新 区 ，每 平 方 米
19840 元；最低的是二七区，每平
方米 12414 元。非住宅销售均价
最 高 的 是 郑 东 新 区 ，每 平 方 米
17547 元；最低的是高新区，每平
方米 10028 元。二手住宅成交均
价最高的是郑东新区，每平方 米
16284 元；最低的是高新区，每平
方米 10999 元。二手非住宅成交
均价最高的是管城回族区，每平
方米 16584 元；最低的是高新区，
每平方米 8111 元。

交通运输部：

稳妥有序恢复
省际旅游客运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记者 魏玉坤）记者21日从交通运输
部获悉，交通运输部日前印发通知，明确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
密切跟进本地跨省（区、市）团队旅游业务恢复运营安排，在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可与跨省（区、市）团队旅游业务同步恢复。

通知明确，国内游轮运输要在充分、科学、综合评估分析的基础
上，严格按照《国内游轮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指南》审慎有序复航。
进出北京和新疆的省际旅游客运业务恢复安排，按照北京市和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疫情防控领导机构的有关部署执行。

通知要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督促指导本地省际旅游客
运经营者做好复工复产相关准备。省际旅游客运经营者要会同旅行
社查验游客“健康码”，确保所有游客全部来自低风险地区。游轮运
输相关企业应认真落实实名制管理规定，加强旅客信息登记和留存，
确保相关信息可以追溯。

根据通知，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会同气象、应急、水利等部
门加强汛情预警通报，及时发布极端天气信息，依托客运站、航行通
告、公路情报板等渠道加强汛情严重地区运行的客运车辆安全预
警。要按照相关预案要求，加强汛期和台风防御期间应急值守，统筹
协调应急资源，全力高效做好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信息报
送工作。

每台奖补3万！
郑州首批新能源出租汽车补贴发放

本报讯（记者 李娜 通讯员 孙琦
英）记者昨日从河南省人社厅获悉，
截至 7月 20 日，我省 12333 热线已
累 计 受 理 全 省 医 疗 保 险 类 问 题
102470条，省级受理9351条。

据悉，自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
革以来，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和生育保险职责逐步划归医疗保
障局。在机构改革期间如何解读
好最新的医疗保险政策？如何满

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保险
政策和业务办理咨询服务需求？
如何变“群众来回跑”为“部门协同
办”？为此，12333 咨询热线应时、
顺势而为，成为人社系统统一对外
咨询服务窗口。

12333 咨询热线是省人社厅电
子政务中心和省医保局办公室部门
高效便捷互联互动的成果。两部门
成立的工作小组，共同梳理常见问
题知识点，解读最新医疗保险政

策，将医疗保险问题层层分解，理
清工作机制和流程。12333热线负
责宣讲医疗保险政策及经办流程，
解答群众咨询，受理群众投诉。

医疗保险一直是关乎每个老百
姓身体健康的重要保险，实践证实，
12333咨询热线不仅切实解决了群
众的各种问题，而且收到了良好的社
会效应，实现了让群众少跑腿、信息
多跑路，促使医疗保险这一惠及千家
万户的民心工程落到实处。

12333累计受理医疗保障问题10万余条

外贸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
力。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稳
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不仅是落实
“六稳”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任务的内在要求，更是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的重要内容。

在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贸
增长带来一定压力的情况下，郑州
认真贯彻落实“六稳”“六保”工作
要求，主动作为、精准施策，兼顾疫
情防控和对外经贸合作，坚持在扩
大对外开放中推动复工复产，努力
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并借助
空中、陆上丝路优势，开拓多元化
国际市场。

6月份郑州商品房销售
均价每平方米11554元

政企联动稳住外贸基本盘政企联动稳住外贸基本盘

“欧洲和美国的订单都在正常出货，
由于疫情，线上销售渠道成了新的增长
点。”郑州致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说。

据了解，该公司是我市具有代表性的互
联网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旗下产品类目主要
分为家居用品、户外用品、办公用品、宠物用
品四大类。虽然因为疫情，前期公司复工复
产耽搁了近一个月，不过借助于旗下家具用
品线上销售的爆发，上半年公司整体销售业
绩增长了40%以上。

记者采访中发现，随着复工复产到达
工达产的持续推进，我市外贸企业积极创
新升级、适应市场，“铆足劲头干”。

数据可以佐证。海关统计显示，上半
年全市外贸进出口完成 1583.5亿元，增长
13.7% 。 其 中 ，出 口 1011.6 亿 元 ，增 长
7.6%，进口 571.9亿元，增长 26.5%。继续
位居中部城市第一位。

“疫情防控期间，我们积极研究市场，
研究产品，充分挖掘公司线上销售优势和
新的消费群体，只要市场好转，我们便能立
马抢占先机。”郑州致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说。

企业“卖力”，政府也很“给力”。今年
以来，我市多措并举，全力以赴支持外贸企
业保市场、保订单。

据悉，为将疫情对外资外贸影响降至
最低，3月份，市商务局印发通知，提出复
工复产、稳定订单、资金支持等 10项切实
有效的支持措施。充分利用和放大“外贸
贷”“出口退税资金池”的政策效应，破解中
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同时采取组建企业
复工复产服务专班、加快拓展数字化营销
渠道、积极优化营商环境等方式，全力帮扶
外贸企业；认真落实“服务官”制度，将首批
重点外经贸企业作为服务对象，抓好政策
宣传解读，解决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支
持企业做大做强。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纳入
省市白名单的外贸企业，坚决履行好“服务
官”职责，跟踪了解企业在订单执行、用工保
障、原材料供应、物流通关、流动性资金等方
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实行“一企一策”“一
事一议”，逐一分析生产经营需求，逐一检
查指导防控工作，逐一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推动企业如期履约和扩大进出口规模。

在全球贸易环境严峻的情况下，坚定
企业发展信心至关重要。对此，我市全面
落实省、市支持外经贸发展奖补政策，有效
发挥资金使用效益，提振企业信心，稳定和
扩大贸易规模。同时深入了解企业复工复
产的瓶颈和制约，提供精准化、个性化服
务。协同有关部门第一时间解决企业的用
工、用地、资金、防疫物资储备等问题，引导
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激发企业发展内生动
力，促进我市外贸企业高质量发展。

航空货运逆势航空货运逆势““起飞起飞””
上半年，郑州机场国际货运逆势“起

飞”，不仅加快推进了空中丝路建设，也带
动了全市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5月 13日，卡塔尔航空公司 QR8875
航班装载近80吨防护服等防疫物资，从郑
州机场起飞，执行郑州至多哈货运航线，进
一步丰富了郑州机场空中丝绸之路货运航
线网络；

5月 28日晚，一架从洛杉矶始发，满
载着产自加利福尼亚州车厘子的波音
747 全货机航班顺利降落在郑州新郑国
际机场。此航线开通后，标志着东航产地
直达郑州—南北美洲定期生鲜航班正式
开通。

6 月 9 日，中原龙浩航空首条串飞郑
州、广州“双基地”的国际货运航线成功开
通，一条以郑州为中心，纵贯华南、华北至

东北亚的航空货运通道打通，与卢森堡货
航“串欧美”的东西向航空通道交会，使郑
州成为“贯南北、通中西”的空运“十字枢
纽”，郑州机场的国际枢纽地位大大加强，
航运网络越织越密。

6月 23日，一架载有 4727 袋 85 吨邮
件的飞机从郑州顺利起航，飞向德国法兰
克福，标志着中国邮政号“郑州—欧洲”定
期全货机邮件专线正式开通，为郑州“买全
球、卖全球”开辟新通道……

郑州机场国际货运逆势“起飞”，数据
是最有利的证明。今年 3月份以来，郑州
机场货运航班数量和货邮吞吐量稳步增
长，2020年上半年，郑州机场累计完成货
邮吞吐量25.5万吨，同比增长21.5%，其中
全货机吞吐量19.4万吨。

3月，郑州机场单月货邮吞吐量增速
名列全行业第二位，4月份，郑州机场完成
货邮吞吐量 5.16 万吨，同比增长 30%，单
月增速位居全国首位。前 4个月，郑州货
邮吞吐量增速在全国机场中排名第二，成
为国内仅有的两家货运量正增长的大型机
场之一，成功扭转了受疫情影响货运量快
速下滑的不利局面。5月，郑州机场完成
货邮吞吐量5.87万吨，同比增长60.8%，单
月货运增速达到60.8%，居全国机场首位;
6月，郑州机场完成货邮吞吐量 5.5 万吨，
同比增长45.2%……

物畅其流通天下。郑州机场凭借着密
集的航线网络、高效的通关环境、一流的保
障能力，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内外航司、特别
是行业巨头加入到郑州运营。今年以来，
郑州机场持续拓展国际航线网络，国内外
航司和货代纷纷新开、增开直飞郑州的航
班，国际货运通航点猛增。新增了16家国
际货运航空公司、新开通了16个国际货运
通航城市。在郑州机场进出口货品种类除
了急需的防疫物资，还有快邮件、国内外急
需的日用消费品及国际航空产业链上急需
的工业品、电子产品等，郑州机场多个货站
持续处于满仓状态，带动了河南进出口贸
易，为国际航空物流供应链的畅通和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

陆上丝路陆上丝路““风驰风驰””前行前行
7 月 18 日下午，随着机车的一声长

鸣，75097次中欧班列（郑州）满载货物从
郑州圃田车站缓缓开出驶向德国汉堡。满
7周岁的中欧班列（郑州）辐射范围越来越

广，成为丝绸之路上一张靓丽的名片。
2013 年 7 月 18 日至 2020 年 7 月 18

日，郑欧班列总累计开行 3274班，总累计
货值 138.83 亿美元，货重：170.84 万吨。
郑欧班列开行频次从最初的每周 1 班到
2020年平均每周去程 14班回程 10班（包
括欧洲线路、东盟线路、中亚线路），郑欧班
列跑出“加速度”，也助推我市外贸企业跑
出“加速度”。

疫情挡不住郑州开放发展的步伐，挡
不住郑州铿锵前行的豪迈气概。2月16日，
在“抗疫战争”最关键的时期，中欧班列（郑
州）去程班列恢复常态化开行的消息，振奋
人心，传递出郑州战胜疫情、快速恢复生产
的信心和决心。5月6日以来，中欧班列（郑
州）多个班次，承运着河南捐赠欧洲多个友
好国家和城市的救灾物资驶向欧洲。“逆
境”中奋起，创下了一项项不俗的成绩。

7月 6日，郑州作为中欧班列枢纽节点
城市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达的中
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开展中欧班列集结中
心示范工程建设，以此促进中欧班列开行
由“点对点”向“枢纽对枢纽”转变，加快形
成“干支结合、枢纽集散”的高效集疏运体
系。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是从区位条件优
越、设施基础良好、运营规范有潜力的中欧
班列枢纽节点城市中评定，郑州是全国东
中部地区获批的唯一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城
市，在国家专家组综合评审中得分最高，名
列第一名。

陆上丝绸之路建设没有完成时，只有
进行时。2020年全年，中欧班列（郑州）计
划开行的目标1100班。依托中欧班列，郑
州对外开放通道优势日益彰显，陆上丝绸
之路由“连点成线”到“织线成网”，打造出
功能齐全、服务高效、内捷外畅的内陆开放
新高地。

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外贸外资环
境依然严峻复杂，我市相关企业仍面临
境外订单减少、人员往来不畅、运营成本
增 加、开 拓 市 场 能 力 不 足 等 困 难 和 问
题。然而，越是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
越要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儿。接下
来，郑州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及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在常态
化疫情防控条件下，聚焦“六稳”“六保”，
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应对困难挑战，毫不
动摇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为保就业稳
经济提供支撑。

第四期中国妇女
社会地位调查启动

我市10个村（社区）纳入调查范围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通讯员 秦芳）记者
昨日从郑州市妇联获悉，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已全面启动，郑州市两个区（县）的10个村（社区）被纳入
调查范围。

据了解，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是全国妇联和国家
统计局联合开展的具有全国规模、权威性的重要国情调
查、妇情调查，自1990年起，调查每十年开展一次。本期
调查对象涉及全国 31个省区市的 18~64岁男女公民 3
万户（人），社区问卷调查2000个农村社区。郑州市管城
区北下街街道管城街社区居委会、二里岗街道凤凰路社
区居委会、紫荆山南路街道南五里堡社区居委会等两个
样本区（县）及10个村（社区）被抽中。

按照要求，郑州市妇联将在半个月内分赴150个家
庭分别开展社区及个人问卷调查。其中，个人问卷涵盖健
康、教育、经济、社会保障、政治参与、婚姻家庭、生活方式、
法律与人权、性别观念与认知等9个领域。社区问卷主要
了解女性生活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探究女性个人及群体
生存发展与环境的联系，并对妇联改革和妇女工作情况
进行调查。8月 5日，全市调查督导工作将全部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