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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经营者、从业人员，郑州市调整纯电动出租车运价啦！

起步价将调整为 10 元/3 公里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郭兵 田育臣 实习生 张永乐 文图

三门峡“一节一展”开幕

中国摄影艺术馆落户天鹅之城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房琳 闾斌 史雪琴 文图
本报讯 光影遇上“天鹅之城”，定
摄影金像奖收藏作品。中国摄影家协
格交汇出生活的美好。12 月 21 日上
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郑更生宣
午，中国摄影艺术馆揭牌暨摄影文化
读《关于同意与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合
项目签约仪式在三门峡市天鹅国际广
作创建中国摄影艺术馆的函》。签约
场举行。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仪式上，共签约摄影文化项目 18 个，
书记处书记李前光，三门峡市委副书
总投资额 30 余亿元。据了解，此次揭
记、市长安伟共同为中国摄影艺术馆
牌的中国摄影艺术馆内展览分上下两
揭牌。
层，共 9 个主题展区，包括了张崇岫抗
现场，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李舸
美援朝摄影作品展、延春同志作品展、
向中国摄影艺术馆赠送第十三届中国 “黄河两岸是故乡”
作品展等。
2021 年年底前，郑州市区燃油（天然气）出租车将全面退出。

@郑州市出租车经营者、从业人员，年底换纯电动出租车，领
政府补贴啦！2020 年 12 月 21 日，郑州市政府召开市区纯电动出
租汽车更新替代工作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为推动市
区纯电动巡游出租汽车更新替代工作，新的市区纯电动出租车运
价比照现燃油出租汽车 2.0L 排量标准（起步价 10 元/3 公里，每公
里 2 元）执行，年底前完成新能源替代的经营者，还可以领取政府
基础奖补和差异奖补。

月底前更换纯电动出租车
每台补贴 3 万元
郑州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薛河川在发布会上公布了新的
新能源巡游出租车运价政策：新的市
区纯电动出租车运价参照外地的做
法，比照现燃油出租汽车 2.0L 排量标
准（起步价 10 元/3 公里，每公里 2 元）
执行。据了解，目前郑州市区纯电动
巡游出租车运价为起步价 8 元/3 公
里，每公里 1.5 元。目前新政策已经
郑 州 市 政 府 研 究 通 过 ，正 走 相 关 程
序，有望于 12 月 25 日正式执行。
此外，郑州市更新了纯电动出租
车财政奖补政策。自 2020 年 12 月 10
日起至 12 月 31 日，实施郑州市交通
运输局《关于调整市区纯电动巡游出
租汽车更新替代财政补贴政策的通
知》补贴政策，奖补资金分为基础奖补
和差异奖补两部分。
对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更新
纯电动市区巡游出租汽车的经营者，
按照 3 万元/台进行基础补贴，且将根
据旧车剩余使用期限（奖补月数=旧车
强制报废日期-购置纯电动车辆发票
日期,具体到月）按照每台车 935 元/
月的标准进行差异补贴，最高补贴月
份不超过 48 个月。

区传统燃油（天然气）巡游出租汽车将
全面退出。2022 年 1 月 1 日后，市区
仍未更新的传统燃油（天然气）巡游出
租汽车，经营权到期后政府予以收回。
此外，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环保
执法部门将进一步加大对尾气排放超
标的传统燃油（天然气）出租汽车查处
力度，并进一步研究出台在重污染天
气时段，主要道路和重点交通枢纽（车
站、机场）地区对传统燃油（天然气）出
租汽车限制通行的相关措施。

绿色通道，一站式办理，奖补金
领取攻略看这里

中国摄影艺术馆揭牌

简讯

三项措施助推冬春火灾防控工作
为切实做好冬春火灾防控工作，驻马店驿城区消防救援大队采取三项措施，
全力织牢火灾防控“安全网”。 明确重点工作任务，制定相应计划清单，实行照
单办事，强化责任落实。 推动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行业监管责任和单位主
体责任，督促开展消防安全自查自纠，全面消除火灾隐患。组织宣传人员走进学
校、社区，为单位员工上消防课、组织开展疏散演练，全面提升辖区群众的消防安
全意识和火灾防控能力。
（从宁）

驻马店示范区：
集中开展学校消防安全检查

为什么要加快市区新能源出租车
近日，驻马店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教育局成立检查组，对辖
替代工作？郑州市交通运输局三级调
区中小学校、
幼儿园开展消防安全集中检查。此次联合检查着重查看消防设施
研员乔玮在发布会上介绍，2019 年 8
配备是否齐全，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安全标志是否醒目、校车校舍有无
月，郑州市人民政府印发《郑州市新能
消防器材、
电器线路是否存在私拉乱接等现象，
并对教职工消防安全四个能力进
源出租汽车推广使用工作实施方案》，
行提问。对发现的隐患提出整改意见，力求杜绝安全隐患，确保辖区消防安全形
明确从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郑州市新
势持续平稳。
（许华伟）
增网约车和更新巡游出租汽车全部使
用新能源汽车；2020 年 5 月的市“两
会”上，
“出租车电动化替代 30%以上”
多种形式推进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被列入《政府工作报告》，并纳入政府
重点督查任务和全市综合考评体系。
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开展以来，新蔡县出台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
为保障纯电动巡游出租汽车更新
行动实施方案和全县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2020 年实施计划，以消防网格化达
替代工作高效有序进行，方便经营者
标创建工作、打通生命通道专项行动等为重点组织联合检查；县政府制定 2020
以最短时间领取奖补资金，郑州市出
年任务清单，每季度对全县 24 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开展专项督导；县电视台设立
租汽车客运服务中心在办公二楼增设
专题报道，实时推送各类工作动态。通过多层级督导、全方位排查、深层次宣传，
明年底，市区燃油（天然气）出租 集中办公区域，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全力稳控辖区消防安全。
（王鹤）
前放弃节假日休息，开通绿色办理通
车将全面退出
道，提供车辆经销企业、保险、银行等
一站式、全流程、高效快速的政策咨询
领补贴要趁早，自 2021 年 1 月 1
和办理服务。
日起，上述财政奖补资金将实行退坡
了解政策详细内容，广大巡游出
12 月 20 日冬至前夕，国网中牟县供
心电。队员们用热心和爱心驱走了冬日
政策，直至取消奖补资金。根据市政
租汽车经营者可通过拨打“12328”交 电公司焦裕禄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一大
的严寒，
温暖了每一位老人的心。
府要求，2021 年年底前要完成市区纯
通热线电话进行咨询。
早来到中牟县锦源老年公寓开展“情暖
电动巡游出租汽车更新替代工作，市
小小的饺子，让每一个老人都感受
冬至、电亮万家”送温暖活动，为老人们
到了冬日的温暖；小小的饺子，汇聚了每
包饺子、送温暖。有人和面、有人擀皮、
一个志愿者的浓浓爱心。
“定期慰问老人
>>>延伸阅读
有人煮饺子，有人打扫卫生、整理床铺，
对于我们每一位员工也是一种教育。作
如何在大街上识别纯电动出租车？
有人和老人们聊天，老人们脸上也露出
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环，我们会一
了开心的笑容。中午，当一碗碗热气腾
如既往地将关爱老人、尊重老人、孝敬老
市区纯电动巡游出租汽车车身颜色仍使用既有的苹果绿/银色，乘客可
腾、香喷喷的饺子盛好端给老人时，饭堂
人，帮助老人的活动开展下去。”国网中
通过以下 3 种方式识别纯电动巡游出租汽车：一是纯电动巡游出租汽车车牌
内外洋溢着一派温馨。随后队员们还对
为绿牌，燃油出租汽车车牌为蓝牌；二是纯电动巡游出租汽车顶灯张贴醒目
牟县供电公司焦裕禄共产党员服务队队
公寓内的线路、电取暖设备进行了仔细
的
“纯电动”标志；三是纯电动巡游出租汽车运价标签显示明确的运价标准。
的检查，确保老人们冬季用上安全电、舒
长韩松说道。
（李鑫）

中牟县供电公司：冬至送温暖，浓情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