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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谷长乐）8
月 1日，我市启动城市精细化管理停车序
化整治行动以来，各项工作有序有效推
进，在市城市管理局的统筹下，各区发挥
自身优势，根据辖区实际情况，针对问题
短板增强管理效能，推动城市管理各项工
作不断提质增效。8月 3日上午，经开区
城市精细化管理交通秩序综合治理行动
启动仪式在中原福塔广场举行，辖区交
警、城管、办事处、志愿者等 300余名代表
参加仪式。

据了解，经开区城管局作为交通秩

序综合治理的主要牵头部门，聚焦群众
反映强烈的“出行难、停车乱”等民生问
题，通过交警、城管执法力量的深度融
合，大大增强了执法效力，使机动车、非
机动车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治理，交通秩
序得到了改善。围绕交警城管联合执法
工作，经开区城管局主动对接交警部门，
快速掌握机动车违法管理措施和查处手
段，联合交警十二支队、办事处、路障、社
区、沿街商户、门店和企事业单位等组成
联合工作组，对沿街占压道路红线、绿
地、盲道等违法违规停放的机动车与非

机动车进行全面清理。
严格交警城管联合执法程序，用足、

用活、用好“劝、贴、拖”等管理措施和查处
手段，综合施策，确保联合执法工作依法
依规、有力有序展开。大力推行“721”工
作法，违停机动车驾驶人在场的，劝导他
们尽快驶离现场，对无法联系车主的机动
车依法开具“违法停车提示单”。对严重
影响通行的违停车辆坚决拖离现场，真正
起到处罚一起、警示一片的作用，引导群
众规范停车、有序停放。

坚持把交通秩序综合治理行动作为

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抓手，与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路长制”、网格化有机结
合，落实属地办事处、企事业单位、沿街商
户、物业主体责任，充分发动引导停放、制
止违章的群防群治力量，形成综合治理长
效机制。坚持完善群众参与机制，全面推
广“随手拍”，充分发动广大居民共同管
理，同时，执法人员还向市民发放《致市民
的一封信》，对沿街商铺业主、居民上门宣
传车辆乱停放问题的危害性和规范非机
动车、机动车停放的必要性，提升广大市
民群众对交通整治的参与度。

经开区掀起序化整治高潮

诊治“出行难停车乱”交警城管深融齐发力

巴西巨人金毛捕鸟蛛、亚洲雨林蝎、南洋大兜虫……你见过吗？

来科技馆开启“虫林部落”奇妙之旅吧
本报讯（记者 李娜 实习生

姬瑛蕾 文 李焱 图）巴西巨人金
毛捕鸟蛛、亚洲雨林蝎、南洋大兜
虫、兰花螳螂等 30 余种活体昆
虫，10余种植物（如图）……快来
郑州科技馆“虫林部落”主题科普展
来一场亲近大自然的奇妙之旅吧。

8 月 3 日，记者从市科技馆

获悉，为了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
活，郑州科技馆“虫林部落”主题
科普展将与观众朋友见面。巴
西巨人金毛捕鸟蛛、亚洲雨林
蝎、南洋大兜虫、兰花螳螂等 30
余种活体昆虫，10余种植物，结
合热带雨林实景生态布展，模拟
虫类生活的场景，全方位呈现出

原始生态，给您和孩子带来一场
亲近大自然的奇妙之旅。

展览时间为 2022 年 8月至
10月，展览地点为郑州科技馆一
楼临时展厅。

提醒各位参展朋友，来馆前
要提前预约，并持 48 小时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入馆。

桑拿天持续来袭
最低温一路走高

公众尽量避免高温时段户外活动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昨日，郑州市主城区、中牟部分地区最
高气温达到 37℃以上。这样的高温天气还将持续 4天！昨日下
午，市气象局发布重要天气快报，预计4日至 7日我市仍将有37℃
以上高温天气。本轮持续高温天气由于空气湿度较大、昼夜温差
小，体感闷热，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进行
户外活动。

今后 4 天郑州天气预报情况为：4 日晴天间多云，27℃～
37℃；5 日晴天间多云，29℃～38℃；6 日晴天转多云，29℃～
37℃；7日多云，29℃～37℃。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白天尽量避免或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
10时～16时不要在烈日下外出运动和劳动；在户外工作时，采取
有效防护措施，切忌在太阳下长时间裸晒皮肤；回到室内后，切勿
立即开空调，空调温度不要太低；定时打开门窗，通风换气；关照老
人和小孩等特殊人群，避免高温天诱发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和小
儿不良症状；出现头晕、恶心、迷糊、口干、胸闷气短等症状时，应警
惕中暑早期症状，多休息并进行物理降温，情况严重时应立即到医
院治疗。

新政实施满月全市职工
医保门诊报销达近六成

本报讯（记者 王红 见习记者 崔青）郑州市职工医保门诊共济新
政实施一个月，参保人员就医是否切身感受到惠民、利民？8月 3日，
记者从全市医疗保障工作推进会上获悉，7 月全市门诊统筹就医
54.56 万人次，合规费用平均报销比例达 59%，有效减轻参保人员门
诊医疗费用负担。

按照国家及我省统一部署，7月 1日起，郑州市全面启动实施职工
医保门诊共济保障制度。这一改革，是我市自建立职工医保制度以来
最为重要的改革之一。据测算，通过改革个人账户计入办法，全市预计
将释放19.1亿元用于294万参保职工的门诊报销。每人每年最高报销
门诊费用2300元，基层医院最高报销比例可达75%且不设起付线。

新政实施后，我市建成了职工医保门诊就医个人账户、门诊统
筹和门诊慢特病“三位一体”的待遇保障体系，有效缓解改革前存
在的小病大养、体检式住院、过度医疗等问题。数据显示，截至 7
月底，即新政实施一个月来，全市职工医保门诊统筹就医 54.56 万
人次，医保支付总费用 6351 万元，合规费用平均报销比例 59%，有
力减轻了群众特别是老年人的门诊医疗费用负担。

为确保医保基金安全运行，市医保部门强化监督管理，实行个人账
户全流程动态管理，重点加强个人账户使用、结算等环节审核；并且，通
过实施门诊统筹基金收支专账管理，建立基金监控、预警和风险处置机
制，确保长期平稳运行。此外，我市建立医疗服务监控、分析和考核体
系，压实卫健部门行业主管和医保部门监管责任，加强对定点机构医疗
行为和医疗费用的监管，确保门诊报销规范有序。

本报讯（记者 王红）8 月 3
日，记者从省医疗保障局获悉，
为切实保障基本民生，助力企业
纾困解难，河南省医保、发改、财
政、税务 4 部门联合发布通知，
全省阶段性缓缴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单位缴费。

通知规定，统筹基金累计结
存可支付月数大于 6 个月的统
筹地区，对中小微企业、以单位
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缓缴 3
个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

费，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社会
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
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
组织参照执行。

按照计划，全省各地医保部
门将会同发改、财政、税务等部门
联合确定中小微企业具体名单，
并在8月底前向社会公布。名单
内的中小微企业无须提出缓缴申
请，自 8 月起即可享受缓缴政
策。未纳入划型范围名单的中小
微企业，可在名单公布后两个月

内向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提交书
面承诺，经办机构据此调整缓缴
企业名单。缓缴期满后，企业应
及时补缴医保费，并在缓缴期满
3个月内补缴到位。

缓缴期间，中小微企业应依
法履行代扣代缴职工个人缴费
的义务，正常申报职工医保费信
息，确保职工连续参保，个人权
益连续记录；参保人出现离职、
申请办理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待
遇、办理关系转移等情形的，企
业应为其补齐缓缴的职工医保
单位缴费；企业出现注销等情形
的，应在注销前缴纳缓缴的费
用。缓缴期间的相关企业参保
人，其个人账户按规定计入，发
生的符合基本医保政策规定的
医疗费用按规定报销。

本报讯（记者 张倩 文/图）“以前去镇上
取个快递来回一趟时间太长了，现在从家
到快递点才几百米，出门买东西顺便就把
快递取了，特别方便”，提及收寄快递，登封
市徐庄镇行政村的村民们都深有感触。3
日，记者从郑州市邮政分公司了解到，郑州
首 个 实 现 邮 快 合 作 同 仓 共 配 的 乡 镇 中
心——“登封市徐庄镇寄递物流共配中心”
正式揭牌成立。

徐庄镇寄递物流共配中心在原有郑州
邮政徐庄乡镇支局场地上改建完成，邮件处
理面积由原本的 25平方米提升至 100平方
米，设置综合服务区、包裹存放区（如图）、普
服邮件处理区，配备笼车、快件存放架、电脑
终端、高拍仪邮件出库签收系统等设备。目
前该共配中心已有韵达、中通、圆通、申通、
极兔等多家快递公司参与合作。自 7月份
试运行至今，已累计投送进口邮件 2.15 万
件，日均达 700件。同时，徐庄镇还设立了
8个村级快递入村站点，覆盖 14个行政村，
有效破解快递物流入乡进村“最后一公里”
难题。

据登封市邮政分公司总经理李亚楠
介绍：“乡镇共配中心以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为统领，以邮快合作为基础，是县、乡、
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中连县接村的关键
一环，也是打通农产品上行、工业品下行
的核心所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农
产品基地仓和冷链建设，打通物流双向通
道，在统仓共配的基础模式上持续推行

‘寄递物流+邮政普遍服务、金融业务、农
村电商’等叠加模式，为群众的日常生活
提供更多的便利。”

记者了解到，郑州市邮政分公司将以三
级物流体系建设为契机，积极推广登封徐庄
镇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运作模式，以点带面、
复制推广，8月底力争实现11个乡镇中心投
产运营，努力将其打造为集同仓共配中心、
仓储中心、获客营销中心为一体的邮政融合
发展特色平台，真正实现三级物流体系建设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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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可缓缴3个月职工医保

须正常申报职工医保费信息，确保职工连续参保

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行动
让郑州有颜值有气质有内涵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专题调研

推动稳经济政策举措快落地早见效
为实现“全年稳全年红”添能蓄势

（上接一版）要强化组织实施，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要积极行动，
依法监督，督促责任单位及时抓好整改落实，各级政府要健全“明
责、履责、督责、追责”闭环落实机制，实行定期调度，确保政策取
得实效。要注重协作配合，职能部门及时沟通，互相支持，把贯彻
落实一揽子政策措施与“万人助万企”“三个一批”“四个拉动”等
结合起来，推动政策措施精准“滴灌”，助企纾困、惠及民生。要加
强宣传引导，开通投诉举报通道，广泛听取市场主体和群众建议，
确保政策受益主体不漏户、不漏人地清晰了解和应享尽享，推动
各项稳经济政策举措快落地、早见效，努力为实现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全年稳、全年红”添能蓄势。

市领导会见中信证券杨明辉一行

发挥头部券商优势
深度参与郑州建设

（上接一版）杨明辉向郑州对中信证券的长期支持表示感谢，
表示将深度融入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深化与郑州全方位合
作，全力推动河南首单基础设施REITs年内在郑州落地，努力打
造河南乃至中西部地区合作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