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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工作关乎国计民
生，小到一名个体，大到整
个社会，都渗透着物价工
作者的身影。 2014 年郑
州市物价局从细微之处下
工夫，夯实基础，不断自我
加压提高为民服务水平。

首先，该局从深入推
进依法行政工作入手，做
好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备
案工作，不断加强对规范
性文件的监督管理，切实
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
有错必纠。同时做好规范
性文件清理工作，保留规
范 性 文 件 26 个 ，废 止 32
个。全面贯彻落实《行政
复议法实施条例》，规范办
案程序，切实依法办案。
该局全年共受理行政复议
11 起，经过听证和调解，
审结 10 起，1 起正在审理
中。建立行政复议和诉讼
预防机制。对可能出现行
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的
重点领域，加强调查研究，
掌握信息，及时提出改进
建议，及早采取预防措施，
避免出现败诉案件。今年
共应对行政诉讼和复议案
件 29起。

其次，推进价格行政
审批改革。认真贯彻落实
郑州市行政审批改革的决
策部署，按照“精简、统一、
便民、高效”的要求，科学
设置、合理调配相关机构
职责，推进了该局行政审批“两集中、两到位”改革
工作和行政审批服务、监管的前延后伸。成立了局
行政审批办公室，设立了行政审批首席代表，建立
了“一个窗口对外、一个机构履职、一枚签章签批”
的行政审批新机制，建立健全日清周结、并联审批、
行政审批案卷等行政审批管理责任制度，进一步压
缩行政审批办理环节和时限，规范了办理程序和自
由裁量权限，促进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切实提高
了行政审批质量和效能。截至目前，共受理审批事
项 309件，办结 309件，办结率 100％，接受价格咨询
600多人次，答复率达 100%。行政审批办公室组建
运行以来，受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平均提前 5个工作
日办结，提前办结率达 95%以上。

开展涉农产品生产情况调查和成本监测，定期
和调定价成本监审。截至目前，共完成调、定价成
本监审项目 56项，其中教育类项目 46项、经济适用
房项目 6项，公用事业类项目 3项，医疗类项目 1项，
涉及成本约 18 亿元，核减不合理成本约 7.5 亿元。
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郑州市经济适
用住房定价成本监审工作程序和办法》、《郑州市民
办中小学教育定价成本监审暂行办法》及《郑州市
公办高中阶段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定价成本监审暂
行办法》。另外，还分别对生猪饲养、芹菜种植等生
产成本进行了专项调查，准确掌握价格走向。

值得一提的是，进一步完善了“全覆盖、无缝
隙”的价格网格管理体系，使价格工作保障民生的
职能职责更好地融入到市内每个网格中。按照“逐
级负责、全面覆盖”的思路，及时调整充实物价系统
网格管理力量。目前郑州市物价系统共有 544名干
部职工逐级下沉到第一、二级网格，占总人数的
83.7%。结合物价部门职能特点，努力探索长效机
制新途径。认真排查在服务群众方面存在的不足，
利用网格对遍布全市的 300余家超市和商场的明码
标价行为进行了规范，极大地节省了人力、物力和
时间，提高了价格管理效率。结合教育实践活动，
局班子成员带队深入基层网格走访调研。先后组
织召开 15 次基层座谈会，当面听取三级网格长代
表、基层群众代表及服务对象对作风建设、价格工
作的意见建议。建立了与基层网格人员的联系热
线，印制了联系表和宣传材料 10000册，发到每个基
层网格人员手中。

2014 年对于郑州物价工作而言是夯实基础之
年、是全力推进之年、是重在落实之年，更是服务为
民之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
号角。物价连着民生，事关发展稳定，必须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加注重走群众路线，把改革
创新贯穿于各项价格工作中。要按照‘保基本、促
公平、建机制’的原则，稳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
革,完善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加强
价格调控，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深化完善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价格服务效能；强化市场价
格监管，规范市场价格秩序，以优良的价格环境促
进郑州都市区建设更好更快发展。”郑州市物价局
党组书记、局长杨虎臣说。

管好市场一盘棋 只为群众得实惠
——2014年郑州市物价局“执政为民”工作纪实

建立平价蔬菜超市 153家，让利
于民近 400万元；

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
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为低保家庭每
月减免 3 立方米水费、补贴 10 度电
费、享受 30立方米以内低价气；

推进清费治乱，注销、收回《收费
许可证》287 个，取消和免征收费项
目 24 个，降低收费项目 4 个，减轻企
业和群众负担；

对医疗、教育、银行、停车收费等
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依法加
大专项检查和市场巡查力度……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郑
州市物价局党组书记、局长杨虎臣
说，物价工作就是要通过管好市场这
盘“棋”，实现社会平稳、百姓受益的
目的。

据介绍，2014 年郑州市价格工
作在郑州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以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为动力，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始终把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作
为首要任务。通过精心组织、多样调
控、监管并举，平抑物价、规范市场，
力保民生。

初冬微寒，郑州陇海路与桐柏路交叉
口中原新城社区内的平价蔬菜店里，社区
居民正在挑选蔬菜。“这里的蔬菜不仅新
鲜还比市场上的便宜，每天在这里买菜，
真的节省了不少开支。”居民王飞感叹。

王飞所说的正是郑州市物价局积极
推进的平价蔬菜直通车进社区工作，该局
一方面建立健全农副产品市场供应长效
机制，保持市场农副产品价格的基本稳
定，在平价商店建设的基础上，制定《郑州
市平价蔬菜直通车进社区实施意见》，补
充完善郑州市平价商店建设工作机制，另
一方面建设了“郑州市平价商店信息服务
平台”，实现对 25家农贸市场蔬菜价格、上
百家平价商店蔬菜价格的信息管理、统计
和发布，加大了对平价蔬菜超市的巡查监
管力度。

今年 4 月中旬，该局组织平价蔬菜超
市主动出手，积极发挥“蓄水池”和“调节
器”的作用，以每斤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0.1
元的价格从中牟县菜农手中收购了 14 万
斤芹菜免费向市民发放，在保障农民切身
利益的同时，也给市民带来了实惠。

为确保供应，该局协调郑州毛庄绿园
实业有限公司、河南菜哥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邦友有机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河南中
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郑州众帮果菜有限
责任公司，积极推进平价蔬菜超市建设，
今年以来，新建平价蔬菜超市 53家，使得
郑州市平价蔬菜超市总数达到 153家。据
统计，前 11个月郑州市平价蔬菜超市销售
蔬菜品种达 90余种，共计销售蔬菜 800多
万公斤，其中每日市场监测的 40种大众蔬

菜，平价蔬菜超市销售价格平均低于市场
均价 20%以上，让利于民 400余万元，不仅
如此还确定了平价蔬菜直通车申报程序
和车型要求，办理完毕相关通行证件，50
台平价蔬菜直通车也进驻了社区。

事实上，为健全价格调控机制努力保
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方面，郑州市物价
局还采取了多种措施：

——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监测水平，
全年门户网站全年共发布各类价格信息
37000 余条；共设监测点 70 个，监测品种
670种，向国家价格监测中心和省发改委上
报监测报表 3744次，上传价格监测分析资
料 61篇；对粮油、肉蛋奶等生活必需品，特
别是基本蔬菜品种的动态监测和跟踪分
析，发现苗头性、趋势性问题及时预警上
报，不断完善价格异常波动应急预案。

——完善价格调节基金征收管理使
用机制，为扶持生猪生产，防止市场猪肉
暴落，一季度使用价调基金 552万元，会同
财政、商务等部门，共储备活体猪 48000
头，冻猪肉 380吨。第四季度，又按计划开
展菜、蛋、油储备工作，保障群众需求。

——完善落实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
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起草了《关于
完善郑州市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
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的实施意见》并上报
郑州市政府并通过；为确保郑州市低收入
家庭的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物价的上涨而
下降，及时对低收入家庭进行临时价格补
贴，积极建议将“为我市低保家庭每月减
免 3 立方米水费、补贴 10 度电费、提供 30
立方米以内低价气”政策列入 2014年市政

府“十大实事”。协调相关部门、企业对补
贴方式及实施办法进行调整，将水费、电
费补贴由一年改为每半年补贴一次，天然
气登记退费办理时间由 1个月延长至 4个
月，更好地发挥民生实事的惠民便民作
用；下发了《关于对低收入家庭优惠用电、
用水有关问题的通知》，及时掌握低保家
庭信息变动等情况，确保民生实事落实到
位。据统计，截至目前共计为 14541 户享
受低保政策的家庭和农村分散供养的“五
保户”，补贴电费 48.86 万元；为 8926 户享
受低保政策的家庭补贴水费 38.56 万元；
为郑州市低保家庭用户办理天然气登记
退费 20930元。

——严格审批保障性住房价格，保持
价格相对稳定。在成本监审的基础上认
真核定经济适用住房销售价格，共审核经
济适用住房项目 7个，总建筑面积 46.07万
平方米，其中多层 2.16 万平方米，平均销
售基准价格 2034元/平方米；高层 43.91万
平方米，平均销售基准价格 2785 元/平方
米—2937 元/平方米；重新发布郑州市公
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保障中低收入群体
的基本权益，并会同相关居委对郑州市区
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指导价进行了重新发
布，最高一类区域租金 15 元/平方米·月，
最低五类区域租金 6 元/平方米·月，保障
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权益。

统计显示，2014年 1-11月份，郑州市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与去年同期相
比，累计上涨 2.1%，累计涨幅在全国 36个
大中城市中列 18位，较好实现了年初确定
的价格调控目标。

物价工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要
“软”，负有责任且温情地为百姓管好“钱袋
子”，能省的省下来，能补的补上去，另一方
面要“硬”，对价格违规行为毫不留情，力求
市场规范、稳定！

2014年，郑州市物价局加强市场价格
监管，依法打击各类价格违法行为，全年先
后开展了节假日市场、涉企收费、银行收
费、教育收费、医疗服务收费、物业服务收
费、机动车停车收费、成品油价格、明码标
价和价格诚信建设九大类专项检查和市场
巡查工作，共查处 319件价格违法案件（含
网络舆情件），实施经济制裁 145 万元，其
中罚款 131 万元，退还用户 14 万元。共收
到的 ZZIC、市长信箱、局门户网站、心通桥
等各类网络投诉件 149件，12358价格举报
电话共接听投诉、咨询 5472 次，接待群众
来访 83人/次，对电话、来人、来信等各类群
众投诉立案 138 件，办结 121 件，案件查处
率 100%，办结率 88%，较好地维护了企业
和群众的合法权益。

为减轻企业和群众负担，该局持续推
进清费治乱。通过年审，认真清理涉企收
费项目和标准，坚决取缔各种乱收费行为，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2014年共对 779个单
位进行了收费许可证年审，涉及行政事业
性收费 9.4476 亿元，通过年审注销、收回

《收费许可证》287个，取消和免征收费项目
涉及 12个部门 24个项目，降低收费项目涉
及 4 部门 4 个项目，合并收费项目 1 个，进
一步规范了收费行为，优化了经济发展环
境。同时按照省发改委的安排，对省取消
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及时变更

《收费许可证》，将经营服务性收费许可证
的办证范围由 29个行业压缩到 12个行业，
认真落实相关降费政策。进一步整顿规范
社团收费行为，取消了 156 个社团收费许
可证。

对于市民关心的教育、医疗收费问题，
郑州市物价局开展了专项行动，今年共对
郑州市 44 所公办、公建民营幼儿园《收费
许可证》进行了换发，对 20 所民办幼儿园

收费进行了备案。按照省发改委、省教育
厅、省财政厅《关于加强公办高中阶段中外
合作办学收费管理的通知》要求，认真研究
国家中外合作办学收费问题的相关法律法
规，组织召开公办高中中外合作办学收费
审批专题会议，规范了郑州市公办高中中
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中美班 40000 元/学
年,中加班、中澳班 36000元/学年。

进一步规范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和乡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机构医疗服务
价格，按照重新修订下发的《关于规范城
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乡镇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机构有关价格问题的通知》要求，
明确了价格管理权限，统一了收费标准，
减轻了群众负担。积极做好价格服务进
医院工作，重点规范医疗服务价格，全面
落实价格公示和一日收费清单制度，指导
医院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积极贯彻落
实省发改委关于药品降价的精神，先后三
次降低、调整了郑州市 2038个品规的药品
价格，让利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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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环境 清费治乱重拳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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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共建立了 153家平价蔬菜超市，方便市民采购

郑州市物价局向特困市民发放慰问品

郑州消费市场供应稳定，品种丰富

50台平价蔬菜直通车进入社区，为居民服务

本报记者 李林 本报通讯员 左一平

省市两级物价部门领导对节前价格市场运行情况进行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