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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华南一带，台风
登陆；黄淮地区，高温当头。
台风远水解不了近渴，高温轻
易不肯挪窝。虽然说我省北
部和南部这两天有雨水来降
暑，但实际效果并不是太好。
根据河南省气象台预测，已经
连续热了三天的北中部，仍要
继续高温下去，预计本轮高温
将持续到本周六了。

高温持续，辐射加强。根
据中央气象台监测，7月2日，
昨日，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
山东中西部、河南中北部等地
出现35℃~37℃高温天气，河
北衡水、邢台和邯郸，河南安
阳局地达40℃~41℃。

到了3日，我省北中部多
个地市又开始纷纷发布高温

橙色预警，多个地市的最高气
温都将突破37℃。而周三下
午，包括郑州、鹤壁、焦作、濮
阳在内的我省北中部不少地
方的气温均突破了35℃的高
温线。

到了周四，我省将出现较
大范围的降水，但对于高温的
降解作用十分有限。明天白
天，全省晴天到多云。下午到
夜里，南阳、信阳两地区多云
转阴天，部分地区转阵雨、雷
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

5日白天，我省仍有降水
发生。其中南部阴天间多云，
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
他地区晴天间多云。傍晚到
夜里，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
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并伴短

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
天气；其他地区多云。

到了 6 日，降水范围扩
大。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
地区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
布不均，其中北中部部分地区
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
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
气。

值得注意的是，从周三到
周六，我省北中部大部分地区
的最高气温仍将达到35℃以
上，部分地区 37℃到 39℃。
其中，5日到6日，北中部大部
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以
上，部分地区 37℃到 39℃。
几乎连续一周的高温，这样的
热浪级别，在今年入夏以来还
属第一次。

本报讯 根据郑州交警
支队“迎民族盛会庆七十华
诞”交通秩序综合整治提升
工作的统一部署，从7月3日
起，郑州交警二大队开始对
辖区内“九主”“六快”和郑州
市民活动中心南区“四个中
心”周边辐射 2公里区域等
城市道路开展交通违法整治
行动。

7月3日上午9时30分，
交警二大队三中队民警在嵩
山路与互助路交叉口开展集
中行动，对嵩山路上的各项
交通违法进行查处。据三中
队中队长黄晓伟介绍，嵩山
路进行交通违法整治开展以
来，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驾驶
员的文明意识和安全意识越
来越强，乱停车和不礼让斑
马线的现象越来越少了。但
是，非机动车逆行、走快车
道、违法载人等违法现象还
是时有发生。除了加大对这

些违法现象的处罚力度之
外，非机动车在通过道路时
没有下车推行，在快车道乱
穿乱行，还很突出，这些车辆
不仅会导致路口秩序混乱，
也增加了事故安全隐患。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在嵩山路互助路口看到，
这是一个半封闭的丁字路
口，距离中原路比较近，没有
设置信号灯，路中间护栏采
取半封闭措施，为了保障行
人通行，横过嵩山路东西方
向施划的有斑马线。但是有
很多电动车在横过嵩山路的
时候速度很快，他们夹杂在
行人和机动车中间，确实很
危险。

正在路口执勤的二大队
三中队副中队长汪勇等人，看
到非机动车骑行穿越道路者，
立即拦了下来。今年51岁的
市民宋女士，骑着车由北向南
通过路口时，也被民警拦下。

汪勇向宋女士介绍，根据《交
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
规定：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
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
车道，应当下车推行。否则，
将被处以20元至50元的罚
款。宋女士赶紧说自己以前
不知道，这次知道了，下回一
定推行。随后，民警用手机对
宋女士进行了信息采集和口
头警告。

汪勇介绍，横过机动车道
下车推行这个条款还有很多
人不太了解，本周内，将主要
进行信息采集和警告，下周一
开始，将对违反此规定的人处
以20-50元的罚款。

二大队三中队中队长黄
晓伟介绍，按照交通法实施条
例的规定，电动车横过快车道
要下车推行。“其实罚款不是
目的，旨在改变原来不正确的
通行习惯，让大家出行更文
明，更安全，更顺畅。”

周六我省大部分地方有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注意了！郑州交通违法综合整治提升

骑车横过快车道将受到处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岚

附：
“九主六快”严管示范路

“ 九 主 ”（九 条 主 干
路）：

1.金水路（河医立交桥
北下桥口至金水立交桥东
下桥口段）

2.花园路（农业路至金
水路）

3.嵩山路（淮河路至棉
纺路）

4.中原路（嵩山路至京
广路）

5.紫荆山路（陇海路至
金水路）

6.文化路（农业路至北
三环）

7.花园北路（农业路至
三全路）

8.金水东路（金水立交
桥至107辅道）

9.迎宾路全段

“六快”（六条城市快速
路）：

1.农业快速路全段
2.陇海快速路全段
3.京广快速路全段
4.中州大道（北四环至

南四环）
5.三环快速路（东三

环、西三环、南三环、北三
环）

6.郑开大道（郑州段）

新华社郑州7月3日电
记者从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了解到，经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批准，河南省内符合
条件的开封、平顶山、许昌、漯
河、商丘、周口、驻马店、南阳、
信阳启动2019年小麦最低收
购价执行预案。

据了解，今年国家小麦托
市收购价格为每斤1.12元，较
去年下调了0.03元，相邻等级
之间等级差价按每斤0.02元
掌握。河南省首批审核确定
的收储库点618家，有效空仓
容653万吨，其他地区一旦符
合启动条件，将根据国家相关

规定，报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批复启动。

为了做好今年夏粮收购
工作，河南省收储库点全面
应用“一卡通”结算系统，坚
持“谁来售粮、给谁付款”，所
有粮款均由中储粮直属库通
过“一卡通”系统直接支付给
售粮人，从源头上杜绝“打白
条”问题。此外，收购现场还
将设立便民服务台、休息站
等，提供餐饮、防暑药品、休
息室等便民服务，安排专人
现场巡回服务，随时帮助群
众解决问题，让卖粮农民交

“舒心粮”。

河南启动2019年
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这轮高温热浪要“烧”到周末了

个体户和民营企业成减税降费最大受益群体

前五个月河南新增减税降费
330.3亿元
□大河报记者 贾永标 孙煊哲 通讯员 胡冰 实习生 张阳

本报讯 河南减税降费阶
段性“成绩单”出炉。

7月3日，大河报·大河财
立方记者从河南省税务局了
解到，今年前5个月，河南省
累计新增减税降费330.3 亿
元，其中新增减税 290.7 亿
元，新增社保费降费39.6 亿
元。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个
人所得税改革、深化增值税改
革等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持
续发力，进一步提振企业发展
信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据显示，1~5月新增减
税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
2019年新出台减税政策新增
减税122.9亿元；二是2018年
实施2019年翘尾减税政策新
增减税167.1亿元；三是2018
年到期后2019年延续实施减
税政策新增减税0.7亿元。据
介绍，深化增值税改革是今年
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重头
戏”，自4月份降低增值税税
率，完善增值税减税配套措施
以来，4至5月实现整体净减
税 80.1 亿元，减税效果明
显。其中，制造业实现净减税
31.4亿元，居所有行业首位，
减税降费助力制造业转型升
级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更

足、后劲更强。
从减税政策受益群体看，

今年1~5月，小微企业普惠性
减税政策新增减税 36.1 亿
元，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是
最大受益群体，占全部减税额
的77.1%；同时，1~5月个人
所得税改革累计减免86.2亿
元，共有675.6万纳税人享受
到个税改革红利。小微企业
是发展的生力军、就业的主渠
道、创新的重要源泉。此次针
对小微企业的普惠性减税政
策涉及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
多个税种，覆盖企业经营的各
个方面，可以说是全方位、多
层次、“套餐式”的减税降费优
惠。

据了解，7 月份是传统
“大征期”，增值税、企业所得
税等申报业务量大。河南省
税务部门将进一步落实好办
税服务厅领导带班、导税服
务、错峰办税等制度措施，加
强办税系统运维，加大减税政
策宣传，在保障7月例征期平
稳有序运行的基础上，打通减
税降费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持续推动减税降费政策在河
南落地落细，确保纳税人、缴
费人实实在在享受政策红
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