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辖市考核得分情况

省辖市 得分 等级
安阳 96.94 好
南阳 96.06 好
开封 95.42 好
驻马店 95.27 好
洛阳 93.52 好
濮阳 93.08 好
商丘 89.50 好
三门峡 85.17 好
周口 84.98 好
信阳 84.13 好
济源 84.10 好
许昌 82.62 好
焦作 79.26 较好
平顶山 68.71 一般
新乡 68.34 一般
鹤壁 64.79 一般
郑州 60.11 一般
漯河 58.13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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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人士指出，虽然我省
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一定
成效，但水环境形势依然严峻，
水环境质量急需改善。淮河流
域水环境改善现状仍有差距，
海河流域水质依然较差，总磷
污染问题日益凸显。个别地方
对水污染防治工作重视不够、
投入不足，与上年相比考核成
绩明显变差。部分地方规划项
目进展缓慢，涉水企业违法行
为时有发生。

按照《考核办法》要求，省
政府有关部门下一步将优先加
大对考核结果为好的省辖市、
省直管县污染治理和环保能力
建设项目的支持力度。对考核
结果为差的漯河市，自公告之

日起，省环保厅暂停漯河市全
行政区所有新增水污染物排放
建设项目（民生项目除外）的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直至漯
河市通过年度水污染防治工作
考核。漯河市及各县（区）环保
部门应同步暂停审批。

该负责人说，环保厅发布
的此公告，已先行通过省政府
同意，漯河市政府必须在30天
内向省政府作出书面报告，提
出限期整改措施，并抄送省直
相关部门。同时，漯河市政府
还需将整改措施和整改结果向
社会公布。他们也将对整改情
况进行跟踪问效，整改不到位
将依照相关规定追究有关人员
责任，对懒政怠政者予以问责。

□记者 刘瑞朝 文 吴国强 摄
影

本报讯 高考首日中午，雷
声滚滚，云翻雨泻（如图）。预
报中的雷阵雨如期降临，一副
和高考争头条的架势。六月莫
非真要成雨月了？上周末的强
降雨尚令人心有余悸，未来一
周又将有两次强对流天气，来
影响我们的正常出行和日常生
活工作。

河南省气象台最新预报显

示，今天，黄河以南阴天有阵
雨、雷阵雨，其他地区阴天间多
云。9日，也就是端午节当天，
我省北部、西部多云间阴天，部
分地区有短时阵雨、雷阵雨，其
他地区多云。10日，降水暂歇，
全省多云。但到了11-12日，
全省大部分地区将再迎阵雨、
雷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
等强对流天气。13日，西北部、
北部多云到阴天，有阵雨、雷阵
雨，其他地区多云。

河南省气象台有关专家建

议说，相关部门及公众应做好
雷电、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
等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工作，尤
其是第一次过程恰逢高考，考
生、家长及有关部门应做好雷
电防范，注意交通安全。

强对流天气主要出现在我
省尚未麦收区域，将对我省麦
收工作产生较大影响。因此，
各地要注意收听当地最新天气
预报，密切关注小麦落粒及倒
伏现象，利用降雨间歇及时抢
收入仓，预防霉变。

□记者 田园

本报讯 以后，投诉客货车、
查询公交路线、举报公路“三
乱”，都能拨打一个电话号码搞
定！昨日上午，记者在省交通厅
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2328
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正式开
通，河南省成为继江西省、黑龙
江省之后，全国第三个实现部、
省、市三级12328电话系统联网
的省份。

今后，12328电话系统将变
得更加全面，将成为交通运输行
业统一的社会公益性服务监督
电话。服务内容包含：原12122
服务热线高速公路的相关业务；
公交、出租车、轨道交通、客货运

车辆、驾培、汽修等与道路运输
服务相关的业务；水路、海上搜
救、海事、救助打捞方面的投诉
举报、信息咨询、意见建议业务；
交通运输系统行风建设、交通行
政执法及公路“三乱”方面的投
诉和举报。

值得提醒的是，12328电话
系统不包含经营性业务和应急
救援业务。

据介绍，12328电话系统开
通后，也意味着原高速服务电话
12122、原运政服务电话96520、
原路政服务电话96055等全部
取消。省交通厅负责人表示，

“不过，在取消之前，还会有一段
‘过渡期’，拨打这些电话会转接
到12328电话系统上”。

□记者 傅豪

本报讯 又一重量级全国性
论坛将在河南举行——6月13
日至15日，由中国民主建国会
中央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
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16年中国（河南）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论坛将在郑州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

昨天，记者从论坛组委会了
解到，本次论坛将以“非公有制
经济创新发展与中部崛起”为主
题，并设4个专题，分别是非公
经济与自贸区建设、产能合作与
结构调整、大众创业与万众创
新、电子商务发展。

据悉，6月15日，来自全国
的非公经济领域人士将分赴郑
州、开封、洛阳、新乡、许昌、信阳
等地进行项目对接及考察活动。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王开放

本报讯 分级诊疗实现的关
键是什么？人才！今年，我省将
从应届和往届医学毕业生中招
聘3800名去县乡卫生院，其中，
被选中的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医
学生，上学期间的费用，政府还
将给予补偿性补助。

省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
说，与往年相比，这次招聘单位
更加广泛，涵盖了县级人民医
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疾控中
心以及乡镇卫生院；招聘专业也
大幅增加，针对本科及以上学历
人员新增了医学影像技术、康复
治疗学、医学检验技术、药学、中
药学、护理学、预防医学和医学
信息管理等八个专业，针对大专
学历人员新增了康复治疗技术、
医学影像技术、医学检验技术等
三个专业（医学大专学历人员只
能报考乡镇卫生院）。

今年的报考条件也放宽，应
届和往届医学院校毕业生均可

报考（含硕士研究生、本科生、专
科生），往届毕业生不受毕业年
限限制，报考毕业生均不受地域
（含籍贯地和学习地）、性别、年
龄等限制。

今年，省级财政对招聘的研
究生、本科生按大学期间费用给
予补偿性补助，标准为：研究生
每人每年9500元，补助3年，本
科生每人每年6000元，补助 5
年。

在编制管理上，我省要求，
用人单位要优先解决特招生的
入编问题，不受服务期限限制；
对特招到乡镇卫生院的本科及
以上学历人员，实行“县招乡用、
县乡联动”管理，既可纳入乡镇
卫生院编制，也可纳入县级公立
医院编制管理。

具体招聘工作由各省辖市、
直管县（市）自行组织实施，并将
招聘方案公布在人社局或卫生
计生委官网上，预计7至8月份
进行网上报名和笔试。

省环保厅发布全省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5年考核结果

漯河水污染整治倒数第一
新增涉水项目被暂停审批
□记者 刘瑞朝

本报讯 昨日省环保厅发布《关于发布我省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5年考核结果的公告》，漯河
市因水污染治理不力，排名倒数第一，不但被通报批评，从公告之日起全行政区所有新增水污染物排
放建设项目（民生项目除外）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均将被省环保厅暂停。

河南省环保厅相关人士介
绍，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转发河南省流域水污染
防治规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的
通知》，省环保厅会同省发展改
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委、财政
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水利

厅、农业厅、畜牧局、南水北调
办对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
人民政府《河南省流域水污染
防治规划（2011-2015 年）》
2015年度实施情况进行了考
核。

根据考核结果，截至2015

年底，全省地表水责任目标断
面水质达标率为82.8%，总体满
足2015年度考核要求。

其中，10个直管县（市）得
分均在80分以上，考核结果全
部为好，其中兰考、滑县、新蔡
均是满分，排名前三位。

端午时节雨纷纷
外出游玩需谨慎

【公告】去年水污染整治安阳做得最好 漯河做得最差

【措施】做得好的受支持 做得差的受限批

电话12328 奔走在外记住它
河南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启用
原高速服务、运政服务、路政服务等电话全“下岗”

又一全国性论坛将在郑州开讲
2016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下周开幕

河南招聘3800名医学毕业生
充实到县乡医疗机构
本科生招聘增八个专业 专科生招聘增三个专业
要求用人单位解决本科生及以上学历人员编制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