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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22.59万人，超额完成任务

36.85万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孙煊哲 实习生 周雪轲 毛淑婉

本报讯“全省城镇新增
就业122.59万人，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的111.45%”“全省共
帮助36.85万失业人员实现再
就业”“全省共减免企业养老、
失业、工伤三项社保费563.89
亿 元 ，惠 及 企 业 21.9 万
家”……1月11日，省政府新
闻办召开“2020年重点民生
实事落实情况”发布会，亮出
我省2020年稳就业保就业工
作成绩单。

如何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过百万的民生目标？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副厅长杨昆锋表示，省委
省政府坚决实施就业优先政
策，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
连续三年把“城镇新增就业”纳
入重点民生实事，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以省政府名义出台推
动稳就业工作“28条”、以省政
府办公厅名义出台做好高校毕
业生就业“18条”等一系列“硬
核”举措。全力打好税费“免、减、
缓、返、补、降”等政策组合拳，为

我省稳就业、保就业提供了有
力的政策支撑，为完成重点民
生实事提供了坚强制度保障。

2020年全省共减免企业
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保费
563.89亿元，惠及企业21.9万
家；累计支出稳岗返还资金
64.24亿元，惠及企业3.57万
户、职工259.08万人，稳住了市
场主体，稳住了全省就业基本
盘。

杨昆锋表示，2021年，河
南将聚焦援企稳岗、创业增
岗、培训优岗、兜底保岗“四个
重点”，构建就业优先政策体
系、统筹就业支持体系、创业
带动就业体系、职业培训提升
体系、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五
大体系”，着力抓好政策落地、
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带动、就
业培训、就业服务、就业形势
研判“六项工作”，努力完成
2021年就业目标任务。

受到新冠疫情冲击，2020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较往
年更为严峻复杂，教育部门采

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疫情的
影响？目前成效怎样？

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李
培俊表示：2020年我省共有
高校毕业生人数65.7万人，居
全国首位。受疫情影响，毕业
生跨区域求职通道受阻、求职
窗口期缩短、结构性供需矛盾
更显突出。河南主要有以下几
方面举措：引导毕业生把个人
成长与国家事业发展紧密结
合，一大批毕业生参加特岗教
师、选调生、三支一扶、西部计
划等基层项目，在校大学生、
毕业生入伍人数实现双提高，
援疆援藏毕业生人数进一步
增长；各级各部门围绕稳企扩
岗、参军入伍、就业指导等提
出30余项“硬核”措施；岗位
供给更加丰富，一年来累计举
办各种双选会1.6万场次，全
天候不间断提供岗位信息；指
导帮扶更加精准，通过新闻发
布会、致信毕业生的方式，介
绍疫情期间工作安排，延长就
业手续办理时限。

国家出手
这些不合理收费，取消！
具体取消时间由各地确定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能
源局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
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就清理规范
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提出意见。

医院就诊管控逐渐升级

@市民 去医院看病，记得先预约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晓敏

本报讯 随着新冠疫情预
防的升级，医院就诊管控也逐
渐升级。1月11日，记者打探
得知，在河南，有不少医院全
面实行分时段预约就诊，病人
需要先在网上预约后，再去医
院就诊。

“患者可提前通过医院官
方微信、电话等形式进行预

约。”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相关负责人说，该院专
门在医院官方微信发出了类
似通知，目的也是为了患者健
康。

同时，新乡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开封市中心医院等医院也刊

发了类似通知。
“网上预约既可以减少患

者在医院等待时间，同时也可
以减少疾病传播。”省卫健委
相关工作人员说，早在几年
前，河南就鼓励医院实行预约
制，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强调网上预约，也有助于疫
情防控，值得推广。

新“陆地航母”启航！

郑州南动车所正式投入使用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孙煊哲 通讯员 唐哲 文 吴国强 摄影

本报讯 1月 10日晚，中
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动车段新建“陆地航母”

郑州南动车所正式开门“营
业”。新建6线检修库、临修
库、镟轮库及26线存车场全部

投入使用。开业后迎来的第
一批“体检的顾客”是 3 列
CRH380AL 型动车组、3 列
CRH380A型动车组共计9标
准组动车组。

开通初期，郑州南动车所
共配属动车组16标准组，其
中，CRH380AL型动车组5列
10标准组，CRH380A型动车
组 6列 6标准组。春运开始
前，郑州南动车所配属动车组
将增加至19标准组。

记者了解到，郑州动车段
是郑州局集团公司唯一一个
从事动车运用维修的单位，目
前担负着配属全局108列146
标准组动车的运用检修工
作。随着新建“陆地航母”投
入使用，郑州动车段的检修能
力将得到更大提升，为后续春
运的到来与郑州南站的顺利
投用打下坚实的运力基础。

供水——
取消供水企业及其所属

或委托的安装工程公司在用
水报装工程验收接入环节向
用户收取的接水费、增容费、
报装费等类似名目开户费
用，以及开关闸费、竣工核验
费、竣工导线测量费、管线探
测费、勾头费、水钻工程费、
碰头费、出图费等类似名目
工程费用。

供电——
取消供电企业及其所属

或委托的安装工程公司在用
电报装工程验收接入环节向
用户收取的移表费、计量装
置赔偿费、环境监测费、高压
电缆介损试验费、高压电缆
震荡波试验费、低压电缆试
验费、低压计量检测费、互感
器试验费、网络自动化费、配
电室试验费、开闭站集资费、
调试费等类似名目费用。

供气——
取消燃气企业应通过配

气价格回收成本的收费项
目，包括：涉及建筑区划红线
外市政管网资产的增压费、
增容费等类似名目费用；涉
及市政管网至建筑区划红线
连接的接驳费、开通费、接线
费、切线费、吹扫费、放散费
等建设及验收接入环节费
用；涉及建筑区划红线内至
燃气表的设施维修维护、到
期表具更换等费用。

取消与建筑区划红线内
燃气工程安装不相关或已纳
入工程安装成本的收费项
目，包括开口费、开户费、接
口费、接入费、入网费、清管
费、通气费、点火费等类似名
目费用。

供暖——
取消北方采暖地区城镇

集中供热企业向用户收取的
接口费、集中管网建设费、并
网配套费等类似名目费用。

建筑区划红线内属于用
户资产的供热设施经验收合
格依法依规移交供热企业管
理的，相关维修维护等费用
由供热企业承担，纳入企业
经营成本，不得另行向用户
收取。

接入工程费用——
在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范

围内，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
业的投资界面应延伸至用户
建筑区划红线，除法律法规
和相关政策另有规定外，不
得由用户承担建筑区划红线
外发生的任何费用。

从用户建筑区划红线连
接至公共管网发生的入网工
程建设，由供水供电供气供
热企业承担的部分，纳入企
业经营成本；按规定由政府
承担的部分，应及时拨款委
托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建
设，或者由政府直接投资建
设。

其他费用——
严禁政府部门、相关机

构对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计量
装置强制检定收费；检定费
用由委托方支付，但计量装
置经检定确有问题的，由供
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承担检
定费用，并免费为用户更换
合格的计量装置。

严禁向用户收取水电气
热计量装置费用。

任何单位代收供水供电
供气供暖费时，严禁向用户
加收额外费用。

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供
电供气供暖管网的建设安
装、更新改造、维修维护等费
用已由政府承担的，不得再
向用户收取。

新建商品房、保障性住
房等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供
电供气供暖管线及配套设备
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统一纳
入房屋开发建设成本，不得
另外向买受人收取；投入使
用后，可依法依规移交给供
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实行专
业化运营管理，相关运行维
护等费用纳入企业经营成
本。

以上收费项目，没有合
法有效政策依据的全部取
消；地方政府采取特许经营
协议等方式授权供水供电供
气供热企业以入网费、集中
管网建设费、并网配套费等
名目收取专项建设费用补偿
收入的，应结合理顺水电气
暖价格、建立健全补贴机制
逐步取消，具体取消时间由
各地确定。 据中国政府网

郑州南动车所的工作人员正在给高铁“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