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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董 娉 实习生
张 媛）8月 11日，记者从郑州铁路
局获悉，本月起，旅客可凭 24种证
件购买火车票。购买的火车票上
将会显示证件号码和姓名，而以往
只有身份证购票会显示姓名。

据 12306 人工客服介绍，自 8
月 1 日起，不仅是居民二代身份
证，只要旅客使用规定的 24 种证
件到火车站购买火车票，火车票上
都可加印旅客姓名。购票信息也
会收入“记忆库”，二次购票，信息
可直接弹出。这 24 种证件分别
是：居民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户口

簿、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中国
人民解放军军人保障卡、军官证、
武警警官证、士兵证、军队学员证、
军队文职干部证、军队离退休干部
证、按规定可使用的有效护照、港
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中华人民
共和国来往港澳通行证、台湾居民
来往大陆通行证、大陆居民来往台
湾通行证、外国人居留证、外国人
出入境证、外交官证、领事馆证、海
员证、外交部开具的外国人身份证
明、地方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
开具的护照报失证明、铁路公安部
门填发的临时身份证明。③9

本报讯 （记者宋 敏 通讯员
张娇莉 王 辉）8月11日，商丘供电
公司用电班负责人薛冰，向前来咨
询的张先生介绍了安装私人充电桩
所需准备的证件，并组织人员赴现
场查看。据了解，目前，我省已开始
为客户量身安装“私人充电桩”。

如何充电是电动汽车主最为
关心的问题。记者从国网河南省
电力公司获悉，除了在全省范围内
建有公共电动汽车充电桩，今年 5
月份以来，居民只需要携带相关证
件，就可以到所在市县供电营业厅
申请报装“私人充电桩”。供电公

司将为满足条件者免费提供勘查、
设计、装表、接电等服务，并投资架
设因充电桩等设施接入引起的公
用电网改造。“私人充电桩”从受理
到送电不超过半个月。

同时，为节省用户的阶梯电价
费用，电力公司将为“私人充电桩”
单独设表，居民低压客户及居民社
区配套充换电设施用电均执行居民
生活电价。“电动汽车按照每个月行
驶 1000公里计算，电费平均下来每
公里只有0.1元，成本只有普通汽油
车的 1/10。”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营
销部相关人员介绍道。③10

到 2020 年，全省基本建立覆
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业体系，
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达到 5000亿元
左右……8月 11日，记者从省发展
改革委获悉，省政府日前下发《关
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多重政策激励健康服务业发
展。

我省未来健康服务业发展的
蓝图已经绘就，其中有哪些亮点？
记者采访省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对

《实施意见》予以解读。

明确促进健康服务
业发展八大任务

亮点：《实施意见》从加快形成
多元办医格局，着力建设中医药医
疗保健服务强省，提高健康养老专
业化、品牌化、规模化服务水平等
八个方面提出了我省促进健康服
务业发展的主要任务。

解读：《实施意见》着眼于发挥
特色、做大基础和做强优势，从八
个方面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的主
要任务：扩大医疗服务供给，加快
形成多元办医格局；发挥我省中医
药资源大省优势，着力建设中医药
医疗保健服务强省；适应人口老龄
化发展趋势，大力促进医养结合，
提高健康养老专业化、品牌化、规
模化服务水平；发挥我省人文、生
态、医疗、交通等综合资源优势，建
设全国重要的健康旅游目的地；顺
应消费需求和新兴业态发展趋势，
大力发展多样化健康服务；完善健
康消费的保障机制，推动商业健康
保险快速发展；加快健康服务相关
产品研发制造，优化发展健康服务

相关支撑产业；围绕人才保障、信
息化、科技支撑、诚信体系建设，夯
实健康服务业发展基础。

着力建设中医药医疗
保健服务强省

亮点：培育一批优势突出、特
色鲜明的中医药医疗保健机构、骨
干企业和知名品牌，着力建设中医
药医疗保健服务强省。

解读：建设中医药医疗保健服
务强省，首先要完善省、市、县三级
中医药服务网络。抓好 100 个县
级中医院达标建设，推进综合医院
示范中医科建设，鼓励零售药店提
供中医坐堂诊疗服务，力争使所有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和
70%的村卫生室具备中医药服务
能力。其次要促进中医药服务机
构规模化、集团化、连锁化发展，加
快常见病、疑难杂症、重大疾病治
疗和康复保健中药新药产业化，培
育在全国有较强影响力的区域性
中药材交易中心。

坚持医养结合发展
养老机构

亮点：坚持医养结合, 推进医
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加强合作，大力
发展养护型、医护型养老机构。

解读：目前，我省 60岁以上老
人接近 1300 万人，人口老龄化进
入快速发展期。今后我省将推进
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加强合作，统
筹规划、合理布局医疗和养老服务
资源，支持医疗机构开展养老服
务、在养老机构设立医疗点（分院）
或发展远程医疗，鼓励养老机构内
设医疗、康复机构。在生态良好、

气候适宜、交通便利的地区，支持
大型企业和社会资本建设专业化、
品牌化、功能完备的健康养老服务
基地。

加大医疗服务领域
开放力度

亮点：放宽市场准入，实行“非
禁即入”。下放审批权限，严控审
批时限。

解读：为促进健康服务业快速
协调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
加大医疗服务领域开放力度。

首先是实行“非禁即入”，凡是
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领域，
都要向社会资本开放；凡是对本地
资本开放的领域，都要向外地资本
开放。

其次是规范和公开医疗机构
设立标准、审批程序，下放审批权
限，严控审批时限。具体举措包
括：对社会资本举办的医疗机构、
健康服务机构的基本建设项目一
律实行备案制；简化对康复医院、
老年病医院、儿童医院、护理院等
紧缺型医疗机构的开办、执业资
格、医保定点等审批手续；放宽对
营利性医院的数量、规模、布局以
及大型医用设备配备的限制；研究
取消不合理的前置审批事项，探索
对社会办健康服务业相关审批登
记实行联审联批，将健康服务业重
大项目纳入各地大招商活动计划
和重点项目管理。

多举措支持健康服
务业发展

亮点：加强规划布局，落实用
地保障；加强金融创新，拓宽投融

资渠道；完善财税价格政策，强化
培育扶持。

解读：除了放宽市场准入，《实
施意见》还针对健康服务业发展面
临的问题，提出加强规划布局和用
地保障、创新投融资引导方式、完
善财税价格政策等具体措施。

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
规划中统筹考虑健康服务业发展
需要，扩大健康服务业用地供给，
合理确定用地指标，优先保障非营

利性机构用地。鼓励金融机构创
新适合健康服务业特点的金融产
品和服务方式，支持政策性担保机
构为健康服务业融资进行担保。
完善政府投资补助政策，通过公办
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支持社会
资 本 举 办 非 营 利 性 健 康 服 务 机
构。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建设免
予征收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对营
利性医疗机构建设减半征收有关
行政事业性收费。③10

本月起24种证件可购火车票

我省充电桩可“私人定制”

我省健康服务业发展蓝图绘就
——省发改委负责人解读《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本报记者 李旭兵 王冠星

本报讯 （记者王冠星）8月
11 日，记者从省工商局获悉，为
适应我省服务业发展的新形势、
新要求和市场主体的新需求、新
期盼，省工商局出台《关于推进工
商登记便利化促进服务业发展的
意见》，着力为服务业企业营造公
平、公正的准入环境，促进我省服
务业快速健康发展。

《意见》要求各级工商部门认
真贯彻省政府发布的《河南省简
化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手续的规
定》，进一步放宽对住所（经营场
所）的条件管制，最大限度降低注
册“门槛”和创业成本，促进现代
服务业等产业发展。

根据《物权法》的有关规定，
《意见》明确提出：允许将居民住宅
作为住所（经营场所）登记。同时，
为防止出现扰民现象，《意见》规定
将住宅作为住所（经营场所）登记

时，市场主体应当遵守法律、法规
及管理规约，应当事先征得有利害
关系业主的同意，并对不扰民、无
污染、无安全隐患做出承诺。

为支持老年服务业发展，《意
见》规定：除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
住和照料服务的养老服务机构
外，从事其他养老服务业的市场
主体，登记注册时不需提交《养老
机构设立许可证》。

《意见》对服务业企业集团的
登记条件作了进一步放宽，规定母
公司属服务业的，母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以上，有 3 个以上子公
司，母子公司注册资本总和达到
2000万元以上，即可申请企业集团
登记；母公司属文化产业的，母公
司注册资本 500万元以上，有 1个
以上子公司，母子公司注册资本总
和达到 1000万元以上，即可申请
企业集团登记。③10

省工商局出台意见促进服务业发展

服务业企业登记条件放宽

▶▶相关新闻

背景素描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镇平段全

长 36.34 公里，途经马庄、贾宋、张
林、侯集、安字营、彭营等 6 个乡
镇。工程用地（含临时性用地）1.8
万余亩；拆迁房屋面积 1.8 万余平
方米；迁安移民 600 余人；水源保
护范围 190 余平方公里。南水北

调赵河倒虹吸工程就在这里。
过邓州湍河渡槽向东北前行，

进入镇平县境，南水北调赵河倒虹
吸工程进入眼帘。

十六七米高的进口闸室、出口
闸室已经竣工，威武地分立在赵河
两岸。长达 184 米的倒虹吸管身
深藏在河床之下，时刻准备承担起

“清水永续润京津”的历史使命。
工程现场的南边，是工地的混

凝土拌和站，几台高大的拌和机已

经完成使命，静静地挺立着。十几
条钢铁铸就的传送架平躺在拌和机
的身旁，一如解甲休整的战士。唯
有一台洒水车正在忙碌地为工地洒
水降尘，为工地更添了几分宁静。

然而，一说起之前的施工来，一
直奋战在工程现场的项目部副经理
庞聪，却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

庞聪是内乡人，2009 年河南
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水电十五
局。2011年 3月，赵河倒虹吸工程
开工，庞聪作为技术部负责人，投
入到了紧张的施工之中。他介绍
说，倒虹吸工程看上去也许不那么
壮观，但它真正的“料儿”还在地
下。180 多米的倒虹吸管身从赵
河的河床下穿过，建设时，既要防
河中有大水下来，又要和地下涌水
拼速度，要求高、时间紧、任务重、
工程量大，一丁点儿都不敢松懈。
施工最紧张时，整个工地上 1000
多人，挑灯夜战，昼夜不停。机械
轰鸣，人声鼎沸，热火朝天。

记者特意查看了有关资料，资
料显示，赵河倒虹吸工程在总干渠
上属于一级建筑物，由进口连接
段、进口闸室、管身段、出口闸室、
出口连接段五部分组成，其中穿越
河道的管身部分为 6 孔 6.9 米×6.9
米的密闭方管，设计流量为 750立
方米／秒。如果把它们立体地展
现出来，该是一幅多么蔚为壮观的
画面啊！

如今，这些火热的场景和壮观
的画面，已经物化为永久的工程建
筑。偌大的工地上，只有少许的工
人在有条不紊地做着一些零碎的
尾工。

记者采访了正和工友一起忙
着安装测试线的刘豪。小伙子是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的一
名学生，趁暑假到这里打工，既为
了勤工俭学，更为了增加社会阅
历。他每天早晨 6 点钟就起来干
活，一个月 1800 元的“工资”。虽
然挣钱不多，但刘豪很知足。他

说：“有过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上
的经历，以后毕业找工作时会是个
优势。”

“干渠主体工程已经结束，但
剩下的尾工也必须抓紧进行。”庞
聪说，按照计划，全部工程应在 7
月底结束。尽管眼下的活儿已经
不多了，但越是到了工程扫尾的时
候，越不能松懈。为此，庞聪已经
好长时间没有回家了。他有一对
可爱的双胞胎女儿，两岁多，常常
对着手机喊爸爸。庞聪想女儿时，
就把贮存在手机里的照片调出来
看看，有时一天看几次。

说起这些，庞聪的语调很平
静，但从他热辣辣的目光中，记者
还是强烈地感受到了一股心系工
程、心系亲情的热诚。

8月 7日，也就是记者现场采访
后的第二十天，记者再次拨通了庞聪
的手机。“工程已如期完成。眼下，只
剩下一点需要完善的细活了。”庞聪
的声音里透着愉悦。③12

这里的工地静悄悄

□本报记者 程道杰 龚砚庆
本报通讯员 杨晓申

雄伟的南水北调总干渠已经竣工，时刻准备承担起“清水永续润京
津”的历史使命。图为总干渠镇平段一景。 （本报资料图片） 贾琦 摄

南水北调中线行
之镇平见闻

本报讯 （记者栾 姗）8 月 11
日，郑州市首批 2517套公租房面向
社会轮候供应，郑州市各区选房首
日现场平稳有序。

当天上午，记者在郑州高新区房
管局 2楼办事大厅看到，公示板上贴
满了公租房户型平面图，参加选房的
租赁户可从平面图看到各套房源的
位置、朝向、面积以及是否已被选等
信息。

为兼顾公平和效率，郑州高新区
房管局原则上要求选房家庭 10分钟
内做出选择。由于此前公布的房源信
息详尽，多数家庭“有备而来”，不少租
户选房的整个过程也不过30秒。

郑州高新区房管局住房保障科
科长王静说，选房信息将在郑州市
住房保障网（www.zzfdc.gov.cn)上公
示 10 天，经过信息复核、租金核算
与合同签订，预计 9 月初选房户将
顺利搬入公租房。

郑州市 2517户家庭将按照轮候
号码顺序陆续在 8月 15日之前完成
选房。记者在二七区、高新区、管城
区的选房现场了解到，60平方米以内

的两居室最受选房者青睐，几乎被租
赁户抢空。对此，郑州市住房保障办
公室交易科科长王书江表示，在建的
30个项目 11699套房源达到分配条
件后，这种两居室吃紧的局面才能得
到缓解。③6

又讯 （记者栾 姗）8月 11日，
记者从郑州市住房保障与房地产管
理局获悉，继首批 2517套公租房将
面向社会供应后，原先遗留的 10个
项目 4985 套经适房也开始轮候供
应，累计将解决 7502户居民家庭的
住房需求。

此次轮候供应的经适房是联创
佳苑、青秀佳苑、裕园小区、黎阳花
园、苇岸人家、锦绣家园、宏鑫家园、
中原人家、清和苑、珠江翠园 10 个
项目 4985套房源。

今年，郑州市将开工建设保障
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 210210
套（户），其中棚户区改造 194509
户，公共租赁住房 15701套，基本建
成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共
32161套。 ③10

郑州公租房选房首日平稳有序
另有 4985套经适房轮候供应

8 月 11 日，郑州市首批 2517 套公租房面向社会轮候供应。郑州市各区（管委会）采取了分号段、分时
间的选房方式，选房首日不拥挤、不混乱，现场平稳有序。⑤4 本报记者 王 铮 摄

8月10日，位于汝南县产业集聚区的绿佳车业新能源产业园的工人
正在焊接车架。自今年3月该企业投产以来，实现了车轮、车架全套产业
链条的自主化生产，目前订单充足，产销两旺。⑤4 弓华静 摄

8 月 10 日，唐河县兴利源电子有限公司的员工们正在加工手机触
摸屏。该公司专业从事纳米玻璃镜片、光学触控镜片、LCD 玻璃面板
等开发和生产，综合实力在同行内名列前茅。⑤4 崔培林 摄

本报讯 （记者王冠星）8 月
11 日，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
发布数据，7 月份，我省居民消费
价 格 总 水 平（CPI）同 比 上 涨
2.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0.3个百
分点。

7月份，我省食品类价格同比
上涨 2.9%，影响 CPI上涨约 0.92个
百分点。其中，鲜蛋价格同比上涨
34.3%，影响 CPI 上涨约 0.33 个百
分 点 。 此 外 ，鲜 瓜 果 价 格 上 涨
21.7%，液体乳及乳制品价格上涨

10.3%，影响 CPI 分别上涨约 0.32
个和 0.12 个百分点。肉禽及其制
品、油脂类和鲜菜价格不同程度下
降，合计影响 CPI下降 0.39个百分
点。

从更能反映物价变动水平的
环比数据看，7 月份，我省食品价
格环比上涨 0.4%，影响 CPI上涨约
0.11 个百分点。其中鲜蛋价格环
比上涨 8.3%，鲜菜价格环比上涨
3.1%，影响 CPI 分别上涨约 0.1 个
和 0.08个百分点。③6

本报讯 （记者陈学桦）8 月
11 日，郑州联通 4G 正式开网，加
之此前已经开通的移动、电信 4G
网络，郑州进入全网 4G时代。

发布会上，网络技术专家介绍
了第四代通信技术、联通 4G 优势
及网络覆盖情况，给人印象最深刻
的莫过于 FDD 4G 高达 150Mbps
的网速峰值。4G究竟有多快？工
作人员现场演示了联通 4G网络速
度，现场录制的视频用微信瞬间传
递，观看高清大片《太极》“无延时、
零等待”，用惠民应用“沃看路况”
观看郑州市金水路立交桥实时路
况，画面清晰流畅。

华为河南办事处技术负责人赵
伟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
FDD 4G是世界上公认的第四代主
流移动通信网络，全球 95%的国家
使用该制式。“FDD 4G 与其 3G 网
络互相切流畅，语音通话清晰，通
话、上网同时操作互不干扰。”

据悉，郑州联通正全力打造
4G 网络，加快建设和优化 4G 网
络，特别是完善商业楼宇、地铁、机
场、景区等公共区域的室内深度覆
盖。截至目前，联通 4G 网络已实
现郑州县城及城区以上区域的全
覆盖，预计年内实现乡镇地区全覆
盖。③12

7月份我省CPI同比涨2.0%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0.3个百分点

郑州进入“全网4G”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