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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千里黄云
白日曛”，前几天还比较
干净的天色，昨日为何又
变得不那么晴明？（如图）

根据河南省气象台
监测，周三中午前后，全
省偏西风4级左右，中西
部、南部阵风 6 级到 7
级。北部有浮尘，局地有
扬沙。

此次沙尘天气有多
严重？根据气象和环保
部门分析，本次沙尘天气
强度高、影响范围大，途
经之处空气质量迅速转
差，河南、山西、山东、河
北部分城市出现严重污
染，首要污染物为PM10。

受浮尘和扬沙影响，
我国北方多个城市爆
表。周三中午前后，郑州
的空气质量已经恶化为
严重污染等级。首要污
染物毫无意外是PM10，
到下午2时，PM10的平
均浓度已经超过550微克
每立方米，是爆表的一个
水平。大河报记者注意
到，黄河沿线和黄河北部
的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
也纷纷爆表。

那么，这股浮尘是从
哪里来的呢？根据分析，
1月10日中午前后起，蒙
古国南部和我国内蒙古
西部交界地区出现起沙
现象。在较强西北风作
用下，在1月10日夜间至
1月11日早晨，第一股携
带高浓度沙尘的气团沿
陕甘宁一带南下，并在11
日波及河南大部、山东中
西部和江苏北部。

第二股沙尘在 1 月

11日下午至1月12日上
午经内蒙古中部向华北
平原进发，在1月12日白
天影响到山西大部和京
津冀中北部地区。第三
股沙尘于12日傍晚在内
蒙古西部中蒙交界处形
成，较前两股强度更高，
正在朝东南方向移动。
可见，这轮沙尘天气的背
后，是南下的浮尘所出的

“组合拳”。再加上近地
面是西南风，更扰动了本
地扬尘的出现，本地扬
尘，加外来浮尘，导致天
上地下变得一片浑浊。
根据分析，我国北方地区
正在经历的沙尘天气，是
近五年来出现最早的一
次。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
又一股冷空气的到来，从
周五开始，我省将再度迎
来一次降温过程。

根据河南省气象台
预报，周四，我省南部多
云，其它地区晴天间多
云。凌晨到上午，东部、
西南部局部有雾。下午
到夜里，全省有4级左右
的西南风。

1 月 15 日，南部多
云，其它地区晴天间多
云。16日，西南部、南部
多云转阴天，局部有零星
小雪，其它地区多云。

1 月 15 日到 1 月 16
日白天，受冷空气影响，
全省有4级到5级的偏北
风。1月16日，全省大部
分地区最高气温较前期
下降8℃到10℃，南部最
高气温下降幅度可达
10℃到12℃。

推行告知承诺制 告别“奇葩证明”
我省将从制度层面解决企业和群众办证多、来回跑等问题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段伟朵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入开展“减证便民”行动，向“奇葩证明”说不，河南将
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13日，记者获悉，近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了《河南省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从制度
层面进一步解决企业和群众办证多、办事难、多头跑、来回跑等问题。

沙尘强行给天空“上色”
全省多地空气再度“爆表”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刘瑞朝 文 白周峰 摄影

从制度层面解决群众办
证多、来回跑问题

方案明确了全面推行证
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目标：
我省将在全省各级行政机关
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
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
下统称行政机关）办理行政
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给付等
依申请的行政事项（以下简
称行政事项）要求提供证明
材料时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
诺制，逐步形成标准公开、规
则公平、预期明确、各负其
责、信用监管的治理模式，从
制度层面进一步解决企业和
群众办证多、办事难、多头
跑、来回跑等问题，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方案明确了实行告知承
诺制的证明事项。本方案所
称证明，是指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在依法向行政机关申
请办理行政事项时，提供的
需要由行政机关或者其他机
构出具、用以描述客观事实
或者表明符合特定条件的材
料。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在向行政机关申请办理行政
事项时，行政机关以书面形
式（含电子文本，下同）将证
明义务、证明内容以及不实
承诺的法律责任一次性告知
申请人，申请人书面承诺已
经符合告知的相关要求并愿
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
任，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
证明并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
关行政事项的工作机制。

各地、各部门在确定实
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
时，要按照最大限度利民便
民原则，有针对性地选取与
企业和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
关、使用频次较高或者获取
难度较大的证明事项实行告
知承诺制，特别是在户籍管
理、市场主体准营、资格考
试、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健
康体检、法律服务等方面抓
紧推行、尽快落实。直接涉
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公共
安全、金融业审慎监管、生态
环境保护，直接关系人身健
康、生命财产安全，以及重要
涉外等风险较大、纠错成本
较高、损害难以挽回的证明
事项不适用告知承诺制。要
建立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

单，并适时调整。

告知承诺制的适用对象
是谁？

方案明确，省政府各部
门要于2021年4月底前编制
本部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清单并报省司法厅，省司法
厅要进行研究论证和修改完
善报经省政府审定后向社会
公布。各省辖市政府、济源
示范区管委会要于2021年7
月底前公布本地证明事项告
知承诺制清单，并报省司法
厅备案。

方案确定了告知承诺制
的适用对象。对实行告知承
诺制的证明事项，申请人可
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
制方式办理。申请人不愿承
诺或者无法承诺的，应当提
交法律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
要求的证明。申请人有较严
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者存在
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
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告知承
诺制。证明事项依法可以代
为承诺的，代为承诺人应当
获得申请人的特别授权。

规范告知承诺制
工作流程

方案规范了告知承诺制
工作流程，各地、各部门要按照
全面准确、权责清晰、通俗易懂
的要求，科学编制告知承诺制
工作规程，修改完善办事指南，
制作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相
关要求要可量化、易操作，不含
模糊表述或者设兜底条款，并
通过相关服务场所、网站和河
南省网上政务服务平台等渠道
公布，方便申请人查阅、索取或
者下载。要结合“放管服”改革
和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的要
求，完善相关业务平台系统，统
一添加告知承诺制功能模块，
明确相关数据标准，协同推进
线上线下办理。

发现承诺不实，行政机关
怎么办?

告知承诺制，保证承诺
内容的真实性至关重要。方
案提出，各地、各部门要针对
事项特点等分类确定核查办
法，将承诺人的信用状况作
为确定核查办法的重要因

素，明确核查时间、
标准、方式以及是
否免予核查。对
免予核查的事项，
行政机关要综合
运用“双随机、一
公开”监管、重
点监管、“互联
网+监管”、智
慧监管等方
式实施日常
监管，不得
对通过告知
承诺制方
式办理的
企业和群
众 采 取
歧 视 性
监管措
施。对
在核查或者日常监管中发现
承诺不实的，行政机关要依
法终止办理、责令限期整改、
撤销行政决定或者予以行政
处罚，并纳入信用记录；涉嫌
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此外，各地、各部门要全
力推进政务服务数据共享、
开放工作，依托全国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和河南省网上
政务服务平台、“互联网+监
管”系统等实现数据资源跨
地区、跨部门、跨层级联通共
享和业务协同，建立证明事
项告知承诺制在线核查支撑
体系。

依法加大失信惩戒力度
建立申请人诚信档案

方案提出，要健全信用
监管机制。各地、各部门要
依法加大失信惩戒力度，加
强告知承诺信用管理制度建
设，建立申请人诚信档案，分
类开展精准监管，根据虚假
承诺造成的社会影响进行失
信程度分级，区分不同失信
情形实施相应惩戒措施。各
级发展改革部门要牵头建立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信用信息
记录、归集、推送工作机制，
将承诺人履行承诺情况全面
纳入信用记录，依托各级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和行业信用
信息系统，加强信用信息互
联互通和共享；探索建立信
用修复、异议处理机制，引导
失信人及时纠正失信行为，
形成社会信用建设良性循
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