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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保卫蓝天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高长岭 实习生
何洪帅）8月 4日，省国土资源厅召
开会议，要求我省各地开展土地管
理 和 矿 产 资 源 领 域 专 项 整 治 行
动。会议分别宣读了土地管理领
域、矿产资源领域专项整治行动工
作方案，并提出了具体整治任务。

土地管理领域专项整治行动
方案要求，对审计发现的 7类问题
深化整改落实，如土地规划计划执
行情况、建设用地审批和土地征
收、建设用地供应、土地批而未用
等情况，土地违规抵押融资、耕地
保护以及违规减免、返还、少征土
地出让收入等问题。

矿产资源领域专项行动方案要
求，深入查找和整改 5类违法违规
问题：清查违法违规出让转让矿业

权行为，全面梳理禁止开采区内的
已有矿业权，依法查处无证开采、以
采代探、越界开采等违法行为，对已
设矿业权无偿占用国家出资探明矿
产地的清理追缴相应价款，对违法
违规征收、管理、使用矿产资源补偿
费、矿业权使用费、矿业权价款等资
金进行清理。同时要求，要及时调
整和完善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制
度、国家出资勘查成果管理制度、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制度，完善地质勘
查资质管理和行业管理等制度。

根据方案要求，从 8月 5日起，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国土资源
局要组织本市、县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深化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落实，
研究提出本地加强改进工作的政
策措施。③12

本报讯 （记者郭海方）8 月 4
日记者获悉，省政府办公厅日前转
发省旅游局制定的《关于促进旅游
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意见》，进一
步扩大我省旅游消费需求。

《意见》强调，要通过发展休闲
旅游消费、培育乡村旅游消费、拉
动旅游购物消费、扩大文化娱乐消
费、提高住宿餐饮消费水平，来扩
大旅游消费领域；通过开发康体
养生和老年旅游市场、激活研学
旅行市场、开拓入境旅游市场，来
拓展旅游消费市场；通过完善旅
游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智慧旅游
建设、推动区域无障碍旅游发展，
来 优 化 旅 游 消 费 环 境 。 到 2018
年，全省重点旅游城市游客集聚

区、3星级以上酒店基本实现免费
无线网络全覆盖，4A 级以上旅游
景区智慧旅游建设全面达标；力
争到 2020 年，全省年接待海内外
游客 7.8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
7800亿元。

《意见》就完善落实旅游消费
政策提出了明确思路。例如，落实
旅行社参与政府采购和服务外包
政策，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
体举办公务活动，可委托旅行社严
格按照国家和我省要求安排交通、
住宿、餐饮、会务等事项，所产生的
费用按照有关财务规定在相应科
目中列支报销；落实带薪休假制
度，引导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旅
游休闲。（《意见》全文见 5版）③8

本报讯 （记者谭 勇）记者 8
月 3 日获悉，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快
推动我省住房建设绿色发展的实
施意见》，自 2015 年起，全省政府
投资新立项的保障性住房项目全
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意 见》提 出 ，对 2015 年 至
2017年省级财政绿色建筑运行标
识项目按照星级标准实施奖补。
获得二星级运行标识的保障性住
房项目给予 20元/平方米的奖励，
一星级运行标识的保障性住房项

目给予 10 元/平方米的奖励或达
到 10 万平方米以上规模的给予
定额补助；对获得二星级运行标
识的商品住房项目给予 10 元/平
方米的奖励，三星级运行标识的
商品住房项目给予 20 元/平方米
的奖励。对截至 2015 年获得二
星级及以上运行标识的公益性、
公共建筑给予 10 元/平方米的奖
励。此外，对使用住房公积金贷
款购买二星级及以上运行标识绿
色 住 房 的 ，贷 款 额 度 可 以 上 浮
20%。③11

本报讯（记者郭海方）我省和
谐 劳 动 关 系 构 建 工 作 取 得 新 进
展。记者 8 月 4 日从省人社厅获
悉，上半年我省不仅发布了增长基
准线为 12%的 2015年河南省企业
工资指导线，提高了最低工资标
准，而且深入实施集体合同制度攻
坚计划，全省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
97%，集体合同覆盖率 95%。

此外，我省组织开展了农民工
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清理整顿
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执法检查，严厉
打击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维护劳动

者合法权益。上半年，全省共检查
各类用人单位 2.61万户，责令补签
劳动合同 9.56 万份，为 10.72 万名
劳动者追发工资待遇 10.9亿元，为
2.14 万名劳动者促缴社会保险费
3982万元。

在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方
面，上半年，全省各级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机构和调解组织共受理案件
1.59万件，结案率达到93.2%。截至
6月底，我省所有省辖市及县（市）区
全部建立了仲裁院，合计建立仲裁
院179个，覆盖率达到100%。③6

本报讯 （记者赵振杰 实习生于 今）8
月 4 日上午，河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发
布了《河南技术性贸易措施年度报告（2014
年）》，这是在河南首次发布的有关技术性
贸易措施的年度报告。数据显示：2014 年
河南省出口企业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
响而产生的直接损失额为 9.78 亿美元，同
期 比 增 加 15.3% ，占 河 南 出 口 贸 易 额 的
2.5%；受影响企业比例为 66.0%，同比增加
4.3%，远远大于 36.1%的全国平均影响比
例。九成企业因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
而丧失订单。

技术性贸易措施主要是《技术性贸易壁
垒（TBT）协定》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
施（SPS）协定》所管辖的各种形式的非关税
壁垒措施。在 WTO 框架协议下，技术性贸
易措施越来越成为各国政府保护人类和动
植物生命安全、健康以及消费者权益的依据
和实施办法，同时，一些国家将技术性贸易
措施作为变相限制国外产品进口、保护国内
产业的重要手段之一。

2014 年，WTO 各成员共发布技术性贸
易措施通报 3417个，其中，技术性贸易壁垒

（TBT）通 报 共 计 2179 个 ，较 上 半 年 上 升

1.77％；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SPS）通报大幅
上升，共计 1634个，较上年升幅达 28.06％。

为全面了解河南出口生产企业遭受国
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范围、程度和关
键因素，提高河南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
竞争力，自 2015年 5月起，河南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对河南省 263 家重点出口生产企业
开展了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调查
工作。

据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我省企业中，被调查的 14 种重点
出口产品造成直接损失从高至低的排序

为：机动车辆、罐头、木制品、肠衣、钢铁及
钢铁制品、蜂产品、速冻方便食品、食用菌、
轮胎、羽毛工艺制品、大蒜、日用陶瓷、水果、
果汁饮料。

此外，河南出口企业受国外技术性贸易
措施影响的特点表现在：受影响的范围和程
度呈增长趋势；检测认证是新增成本的主要
原因；化矿金属行业受影响程度最大；农食
产品和纺织鞋帽行业受影响范围达八成；丧
失订单是直接损失的主要影响方式；绿色环
保和健康安全构成技术性贸易措施主力；拉
美、俄罗斯影响程度加大。③12

本报讯 （记者栾 姗）粉煤灰、黄土
等城市扬尘雾霾源通过生态强化剂喷
洒，可保持凝固状态，自动降解后会转化
成利于土壤酸碱平衡的有机肥料。

8 月 3 日，记者从郑州高新区获悉，
河南海力特机电制造有限公司自主研发
出具有除尘功能的生态强化剂，可有效
治理拆迁工地建筑垃圾扬尘、施工现场
裸露黄土扬尘、堆场扬尘、散装料运输扬
尘等，在国内同行业生态强化剂领域处
于领先水平。

这种生态强化剂由可降解高分子材
料组成，无毒、无害、无腐蚀，使用过程不
产生二次污染，可根据工程需要选择固
尘有效时间 1个月、3个月、6个月。该公
司企宣部经理马瑜说，经生态强化剂喷
洒的扬尘颗粒凝固后，半年后可自动降
解为土壤有机肥料，成本仅有扬尘覆盖
密目网的 50%～70%，已推广使用在郑
州、西安、重庆、温州等地的建筑工地。

目前，郑州高新区首批已有 100 万
平方米的建筑工地推广使用生态强化
剂，通过配套的高压细水雾多功能车或
超细清水雾喷雾管网实施喷洒，4 毫升
生态强化剂在 1秒钟内可分裂约 50亿个
雾滴，弥漫性好且高效节约。③6

本报讯 （记者徐东坡）两个发电机组
氮氧化物严重超标，60 天里环境执法人员
多次复查后却依然不改正，8月 4日，三门峡
惠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接到了省环保厅的
按日连罚罚单，被处罚 480万元。

当天，省环保厅公布了对四家企业的
处罚决定，四家企业分别是三门峡惠能热
电有限责任公司、鹤壁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化工分公司、河南新乡华星药厂、濮阳龙宇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今年 3 月 19 日，省环境监察总队执法
人员对三门峡惠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氮氧
化物超标排放环境违法行为第二次复查时
发现，该公司 1 号和 2 号发电机组正在生
产，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超标 2.52 倍和
4.57倍。4月 18日，执法人员对该电厂实施
第三次复查，1号和 2号机组仍超标 2.63倍
和 2.41 倍。此后，执法人员又对该电厂环
境违法行为实施了两次复查，违法行为并
未改正。省环保厅针对该电厂开出按日连
续罚单，原处罚决定 8 万元，罚单共计 60
日，共计罚款 480万元。

鹤壁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分公司也
因向大气违法排污被罚 8万元。河南新乡华
星药厂因超标排放污水被罚 127 万元。此
外，濮阳龙宇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0万吨/年
甲醇原料路线改造工程环保验收不合格，但
主体工程却于 2009年 10月建成并投产。该
公司被责令停止生产，并被罚款 4万元。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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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

近期雷阵雨等强对流天气增加，空气扩散条件较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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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新技术

8 月 4 日，沁阳市产业集聚区沁南园区的河南超威电
源有限公司组装车间，员工在生产电池。该企业不断优
化产品结构，严把产品质量关，上半年实现产值 11.3 亿
元，蓄电池销售收入达 11.4亿元。⑤4 杨志强 摄

8 月 2 日，位于民权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郑州科美
瑞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忙碌。该项目
总投资 4亿元，建成投产后，年生产各种冷柜、陈列柜系列
产品 100万台，产值 10亿元。⑤3 马 玉 摄

《用足用好公积金 圆您住房安居梦》21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等部门《关于促进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
知》（豫政办〔2015〕48 号），为贯彻落实国
家稳定住房消费政策，加大住房公积金
对中低收入家庭住房消费以及刚性购房
需求的支持力度，推动全市经济发展，济
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推出十大措施
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一是放宽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职
工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6个月（含）以上，
可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对曾
经在异地缴存住房公积金、在现缴存地
缴存不满 6个月的，缴存时间可根据原缴
存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缴存证
明合并计算。二是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
额度。夫妻双方都缴纳住房公积金的，
最高贷款限额由 35万元变更为 40万元；
只有一方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限
额由 20 万元变更为 25 万元。三是支持
基础装修贷款。职工首次使用住房公积
金贷款购买首套商品房，可在申请住房

公积金贷款的同时提出不超过 5 万元额
度的基础装修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加
上住房公积金基础装修贷款原则上不超
过房屋总价的 85%。四是调整贷款首付
比例。缴存职工家庭首次申请使用住房
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普通自住房，最低
首付款比例为 20%。对拥有一套住房并
已结清相应购房贷款的缴存职工家庭，
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
款购买普通自住房，最低首付款比例为
30%。五是职工购买安置房可申请使用
住房公积金贷款或提取住房公积金，申
请贷款及提取住房公积金条件参照翻
建、大修自住房条件。六是职工购买新
型农村社区房可申请使用住房公积金贷
款或提取住房公积金，申请贷款及提取
住房公积金条件参照自建房条件。七是
延长贷款时间。缴存职工还贷年龄可延
长至法定退休年龄后 5 年。八是实行省

内异地贷款。异地（河南省内）缴存职工
在济源市购买普通自住房的，可持缴存
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具的缴存证明
向济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个人
住房贷款，贷款条件不变。九是放宽住
房公积金提取条件。（一）购房提取。职
工购买自住房的，可凭 5年内的购房合同

（房屋所有权证）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并可同时提取配偶、父母、子女的住房公
积金，提取总额不超过房价总额。（二）租
房提取。职工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满 3个月，可凭无房产证明提取住房公积
金支付房租。（三）销户提取。非济源市
户籍职工与所在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可申请一次性销户提取。十是大力支持
绿色建筑。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二
星级运行标识及以上“绿色”建筑住房
的，贷款额度可以上浮 20%。

（图/文 王鸿斐）

十大措施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济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8月 4日，位于宜阳县产业集聚区的洛阳秦汉冷锻有
限公司，工人正在验收零件。该公司专业从事精密冷、温
锻件开发、生产和销售，是国家电网百万伏特高压输变电
项目的战略合作方。⑤4 潘炳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