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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排污权”将作为一
种特殊商品在市场上交易。《规
划》提到，全面推进排污权有偿
使用和交易，探索推行刷卡排
污、指标预算管理与收储，新建
项目污染物排放指标将通过有
偿使用或交易方式取得。同
时，加大高耗能、高耗水、高污
染行业差别化电价水价等政策
的实施力度。

“交强险”很多人不陌生，
“环强险”你听过吗？《规划》提
到，要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到2020年，分级建立企业环境
信用评价体系，构建守信激励
与失信惩戒机制。财政补贴从

“前补助”向“后补助”转变，按
照环境绩效实施以奖代补。明
年起，全省试行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到 2020 年初步建
成，在环境污染判定引入司法
鉴定，加大对重特大环境事件
的责任追究力度。对超标或超
总量的排污企业予以“黄牌”警
示，限制生产或停产整治；对整
治后仍不能达到要求且情节严
重的企业依法依规予以“红牌”
处罚，一律停业、关闭。

如果因领导决策失误污染
了环境怎么办？《规划》提到，要
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
究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追究
及责任倒查机制，实行党委和

政府领导成员生态环保一岗双
责制。对在生态环境和资源方
面造成严重破坏负有责任的干
部不得提拔使用或转任重要职
务，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实行领导干部环境保
护责任离任审计，对领导干部
离任后出现的重大生态环境损
害并认定其应承担责任的，实
行终身追责。整合各类生态环
境评估考核，在2018年年底和
2020年年底，分别对规划实施
情况进行中期评估和终期考
核，评估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
并作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省教育厅通报，凡2017年
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本科及以
上、师范类专业专科毕业生和取
得教师资格的往届本科及以上、
师范类专业专科毕业生均可报
名，但年龄均要求在30周岁以
下（1987年7月1日后出生）。

今年，河南省特岗教师招聘
将优先满足村小、教学点的教师
补充需求，优先安排体音美、外
语、信息技术等紧缺薄弱学科教
师的补充，并继续推行“县来县
去”、“乡来乡去”的优先录用和
岗位分配政策，同等条件下生源

地考生优先，引导和鼓励特岗教
师服务期满后留在当地继续任
教。

报名时间是7月16日—22
日，网上打印准考证时间是7月
27日—28日，全省统一笔试时
间是7月30日上午9:00—11：
00。全部招聘工作将于8月底
完成。

据了解，今年，我省特岗教
师招聘工作的主要政策保持不
变。而从2018年起，报考河南
省特岗教师的应往届毕业生，均
需要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条件。

□记者 李一川

本报讯 遇到雾霾等恶劣天
气，郑州机场也有望起降航班。
记者从郑州机场了解到，7月13
日成功进行的Ⅱ类标准试飞成
功后，使得郑州机场航班起飞最
低天气标准降低不少，届时将明
显提高郑州机场低能见度天气
下的航班保障能力。

7月13日23点15分，经过
一个小时左右的飞行，一架南方
航空公司波音737-800型客机

安全降落在郑州机场北跑道79
停机位，与其他航班不同的是，
此次试飞采用的是Ⅱ类标准，当
天深夜，民航中南管理局在郑州
机场举行讲评会，宣布此次试飞
成功。

郑州机场成为中南地区第
一家发布Ⅱ类标准的机场，郑州
机场相关专家表示，该标准将在
今年10月中旬启用，启用后，将
明显提升郑州机场的航班正常
率。

线索提供 王宏奇 曹楷

《河南省“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发布，提出系列治污措施

“排污权”将成可交易特殊商品
□记者 梁新翠

核心提示丨“300米见绿、500米见园”，这样的生活你期待吗？好消息来了！昨日，河南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根据《规划》，到
2020年，我省优良天数将较2015年提高30%以上，70%以上的省辖市将达到国家森林城
市标准。届时，企业排污要刷卡，“红牌”企业要关停。

到2020年，优良天数将比5年前提高30%以上

近几年，屋顶种草的新闻
屡见报端。《规划》明确鼓励
发展立体绿化，结合建(构)筑
物及市政桥梁等开展屋顶绿
化、垂直绿化建设，丰富城区
绿化的空间结构层次和立体
景 观 效 果 ，提 升 城 市 绿 视
率。全面保护 190.07 万公顷
天然林，全面停止天然林商
业性采伐，到2020年，完成造
林67万公顷。

“300 米见绿、500 米见
园”，到2020年，全省城市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将达到12平方
米，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36.5%，90%的省辖市、县(市)达
到省级园林城市(县城)标准，
60%的省辖市、县(市)达到国家

园林城市(县城)标准，70%以上
的省辖市达到国家森林城市标
准，并创建一批国家级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建成15个省级
生态县(市)、300个生态乡镇、
1500个生态村。

绿地面积扩大了，空气也
能更好。根据《规划》，到2020
年，与2015年相比全省细颗粒
物（PM2.5）年均浓度下降幅度
达到28%以上，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均浓度下降幅度达
到 30%左右，优良天数提高
30%以上，重污染天数下降
30%以上。郑州、开封、安阳、
鹤壁、新乡、焦作、濮阳7市除完
成省定目标任务外还要确保完
成国家下达的空气质量改善目

标任务。
绿色环境离不了绿色出

行，《规划》提到要改善步行、自
行车出行条件，完善城市公共
交通服务体系。到2020年，省
辖市实现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
全覆盖。城区常住人口300万
人以上城市建成区公共交通占
机动化出行比例达到 60%以
上，其他大城市达到30%以上，
中小城市达到 20%以上。同
时，推进海绵城市建设。老城
区避免大拆大建，城市新区优
先保护生态环境，合理控制开
发强度。到2020年，城市建成
区20%以上、县城10%以上面
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目标要
求。

刷卡排污、“环强险”来了，“红牌”企业一律关停

□记者 魏浩 李晓敏
通讯员 张乐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国家
卫计委官网获悉，在全国爱卫
会最新公布的一批国家卫生城
市名单中，我省的鹤壁、漯河、
南阳、驻马店、汝州等城市榜上
有名。

昨日发布的《全国爱卫会
关于命名2015-2017周期国家
卫生城市（区）的决定》称，全国
爱卫办组织专家对申报创建的
城市进行了资料初审、暗访、技
术评估和综合评审，并进行了

社会公示。根据评审结果，全
国爱卫会决定命名包括河南省
鹤壁、漯河、南阳、驻马店、汝州
等69个城市（区）为国家卫生城
市（区）。河南省的新蔡、兰
考、固始等县城，以及郑州梨
河镇、平顶山下汤镇等乡镇，整
体卫生水平达到了《国家卫生
县城（乡镇）标准》的要求，此次
也进入最新一批的国家卫生县
城（乡镇）命名名单。

与此同时，全国爱卫会还
重新确认了我省的新乡、许昌、
巩义等城市为国家卫生城市。
昨晚，许昌市爱卫办副主任刘

振领受访时说，国家卫生城市
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和文明程
度的重要标志，代表了该区域
内的环境卫生等多方面的综合
面貌，和人民群众的健康素
质。除此之外，国家卫生城市
的持续巩固与提升建设，还对
经济社会发展、投资创业环境
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据了解，国家卫生城市的
命名并非终身制，而是根据相
应的评审办法和技术标准，定
期进行评审，只有评审合格者，
才能在届满后，得以重新确认
国家卫生城市。

我省五市新晋成为
国家卫生城市
快来看看有没有你的家乡

15300个特岗教师岗位
虚位等你来
□记者 王迎节 实习生 胡孟强

核心提示丨到基层去，到最需要老师的地方去！昨日，河
南省教育厅通报，2017河南特岗教师招聘工作已经启动。今
年，全省将为农村学校招聘特岗教师15300名。其中，初中教
师5438名、小学教师9862名。

优先补充体音美、外语、信息技术等学科

据省教育厅发布，特岗教师
招聘工作，旨在引导高校毕业生
到贫困地区学校任教，创新农村
学校教师的补充机制，逐步解决
农村学校师资总量不足和结构
不合理等问题。

“今年招聘的特岗教师中，
包括教育部、财政部分配我省中
央‘特岗计划’9300名，比去年
增加750名；我省地方‘特岗计
划’招聘名额6000名，比去年增
加1000名。”省教育厅师范处处
长张冰燕介绍说，中央和地方

“特岗计划”除财政支持渠道不
同外，其他方面均一致。

大河报记者了解到，我省从
2009年起开始实施特岗教师招
聘工作，截至目前，中央财政累
计下达专项资金33.9亿元，省
财政配套经费26.7亿元，分别

招聘中央特岗教师近5万人，地
方特岗教师4万人，覆盖全省
108个县7000多所农村学校受
益。

据悉，我省特岗教师服务期
限为3年。其在聘用期间，执行
国家统一的工资制度和标准，并
享受相应社会保障待遇。从
2016年7月1日起，中央财政和
省级财政对特岗教师工资性补
助标准提高到年人均 3.16 万
元。

“服务期满后，可享受国家
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
层就业、从事‘三支一扶’和扶贫
工作的各项优惠政策；愿意留在
当地继续任教的，设岗县（市）政
府为其落实工作岗位与编制，与
当地正式教师享受同等待遇。”
张冰燕告诉记者。

哪些人可以报名特岗教师？

郑州机场成功进行Ⅱ类标准试飞

低能见度天气
也能起降航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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