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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长岭

目前，我省已全面进入汛期，防
范地质灾害尤为必要。我省地质灾
害有哪些类型和隐患点？我省有哪
些防治措施，个人如何防范？7月18
日，记者从省国土资源厅了解到，该
厅日前印发的河南省地质灾害防治

“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
这些问题作了回答。

规划指出，我省地质灾害隐患分
布具有点多、面广、地域分布特征明
显等特点，是全国地质灾害多发省份
之一。

“十二五”期间，全省共发生地质
灾害 733起，直接经济损失 7500 多
万元。截至 2015年底，全省已查明
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3529处。

“我省完成了 44个重点地区的
地质灾害详查，调查面积 7.8万平方
千米。”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杨士海
说，我省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不断
增强，地质灾害隐患点群测群防实现
了全覆盖。

据介绍，“十二五”期间，我省
利用中央和省财政资金 2 亿多元，

实施了一批地质灾害综合防治工
程，1.6万人受地质灾害威胁得到解
除。

依据地质环境条件及地质灾害
分布发育特征，规划在全省划出地质
灾害高易发区 8 个、中等易发区 13
个、低易发区11个。

规划确定了 8个地质灾害重点
防治区，总面积 3.7万平方千米。“十
三五”期间，我省将实施14项地质灾
害搬迁避让工程、8项地质灾害隐患
治理工程。

规划要求，地质灾害防治区内
的县市区要对防治人员每年进行一
两次防灾知识培训，重要地质灾害
隐患点每年开展一两次应急避险演
练。

“暑期出游，一定要注意防范地
质灾害。”省国土资源厅地质环境处
副处长史济勋说，一般容易发生地
质灾害的地方，当地政府会竖立警
示牌，出行要迅速通过隐患点，不要
逗留。此外，山区居民建房时不要
紧邻陡峭的山体，更不能在高山脚
下削坡建房。外出旅游尽量避开这
样的民宿。②9

本报讯（记者 樊霞）记者7月18
日从省财政厅获悉，为完善粮食主产
区利益补偿机制，中央财政下达我省
34.5亿元用于奖励104个产粮大县，
其中包括兰考、汝州、长垣等94个常
规产粮大县和滑县、邓州、永城等10
个超级产粮大县。

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由中央财政按
照动态奖励机制，根据近年全国各县级
行政单位粮食生产情况，筛选入围获奖
县。常规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作为一般

性转移支付，由县级人民政府统筹安
排，合理使用。超级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主要用于扶持粮油生产和产业发展。

作为粮食生产大省，我省为进一
步调动市县政府抓好粮食生产的积
极性，促进粮食产业发展，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对未列入中央财政奖励范
围的产粮大县，结合各县（市）区粮食
总产量情况，省财政安排2000万元，
对巩义、台前、渑池等 7个县（市）区
给予适当奖励。③7

本报讯（记者 卢松）再次取消各
类行政职权事项25项，取消或停征涉
企行政事业性收费41项；省电子政务
服务平台建设加快推进，投资项目审
批和部分便民服务事项实现网上办
理；工商登记“三十五证合一”全面启
动……

7月 18日，记者从省委改革办了
解到，今年以来，我省继续以壮士断腕
的勇气，把“放管服”改革作为全面深
化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
要内容持续推进，改革亮点频现，市场
活力得到有效释放。

商事制度改革实现又一重要突
破，企业的改革获得感不断增强。今
年7月，我省全面启动实施“三十五证
合一”改革，通过总结河南自贸试验区
开封片区“二十二证合一”试点经验，
在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

记证、社会保险登记证、统计登记证
“五证合一”的基础上，将发改、公安、
财政、住建等17个部门的 30个证照，
进一步整合到营业执照上，以“减证”
促“简政”，让更多市场主体能够参与
创业创新。

围绕服务河南自贸试验区“放管
服”改革创新，我省先后出台自贸试验
区管理试行办法，制定自贸试验区建
设实施方案，实行外商投资准入特别
管理措施（负面清单），支持其试行多
项“首创”——

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486项将
下放至各片区，“单一窗口”综合服务
平台上线试运营，全国首个在自贸试
验区开展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试点，
获批内资融资租赁企业融资租赁业务
试点……河南自贸试验区审批程序越
来越简，监管能力越来越强，服务水

平越来越高，正逐渐成为改革开放的
高地。截至 6月底，河南自贸试验区
新增企业 6038家，注册资本 938.3 亿
元。

如何将过去以审批为主的准入监
管转向事中事后监管，是“放管服”改
革的重点。通过“从执法人员库中随
机抽取检查人员”“按比例随机抽取检
查对象”“及时公布查处结果”,今年 6
月，漯河市在全省率先试点开展工商
内部多业务“两随机、一公开”联合抽
查，以及跨部门“两随机、一公开”联合
抽查，有效解决了行政执法领域存在
的“多头执法”“重复检查”“执法扰民”
等问题。

在网上推送公共服务、开放数据，
“人力跑腿”正加快向“信息跑腿”转
变。洛阳市工商局开发的微信公众号

“洛阳工商”，在全省第一家试点“微信

平台办理营业执照”业务，公众通过手
机即可进行企业名称初查、提交信息
审核等操作，既省事又省心。

此外，省政务公共云升级改造和
政务专有云、省政务服务大厅建设等
基本完成，实现省直部门投资项目审
批“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
省级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试
运行，130个市县登记机构实现与国家
和省级平台系统对接和数据交汇。如
今，“互联网+政务”的普及，正最大程
度地实现利企便民。

省委改革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下
一步，河南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
署安排，在“放”上下更大功夫，进一
步做好简政放权的“减法”，加大力度
优化服务，持续把“放管服”改革推向
纵深，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
感。③4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7月17日，
记者从郑州海关了解到，截至6月底，
河南自贸试验区挂牌3个月来，三个
片区海关注册企业1030家，其中新增
注册进出口企业183家，信息变更58
家，受理业务咨询800余人次；累计实
现对外贸易总值57.9亿元。

据郑州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郑
州海关确定了海关入驻综合服务中

心办理事项的“6+1”模式，确保为片
区内企业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出台了
关于支持和促进中国（河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建设发展的实施办法，包括
五个方面 22项支持措施，分解成 39
项具体任务；分步、分类复制推广了

“14+11”项自贸试验区海关监管创
新制度，目前具备条件的已经全部落
地实施。③7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2017 年
已经过半，全省环境治理攻坚战成
效如何？今年全面开打的水污染防
治攻坚战又有怎样的进展？7月 18
日，记者从全省环保系统 2017年上
半年工作会议上获悉，上半年我省
环境质量总体呈现出持续改善的较
好态势。

大气污染物同比双下降

在大气环境质量方面，截至7月
10日，今年全省平均优良天数为 88
天，我省 PM10、PM2.5 平均浓度同
比实现双下降。其中，全省PM10平
均浓度132微克/立方米，同比降低8
微克/立方米；PM2.5平均浓度 74微
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 微克/立方
米。改善幅度居京津冀及周边省份
前列。其中，部分城市PM10、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幅度较大，其中，
商丘、三门峡、新乡、驻马店4个市改
善最为明显。

水环境质量方面，今年上半年，
全省 135个地表水责任目标断面水
质达标率为 83.7%，同比上升 5个百
分点，其中，94 个国家考核的断面
中 ，Ⅰ~Ⅲ 类 水 质 断 面 60 个 ，占
63.8%（达到国家要求的高于 52.1%
的目标），劣Ⅴ类水质断面 7 个，占
7.4%（达到国家要求的低于 18.1%
的目标），同比，Ⅰ~Ⅲ类水质断面增

加 9 个，增加 9.5 个百分点；劣Ⅴ类
水质断面减少 10个，减少 10.7 个百
分点。全省 18 个省辖市集中式饮
用 水 源 地 取 水 水 质 达 标 率 为
99.6%；全省 10 个省直管县（市）集
中式饮用水源地取水水质达标率为
100%，同比持平。南水北调出境水
质持续保持Ⅱ类标准，符合调水水
质要求。

治理任务依然艰巨

全省环境治理攻坚工作中仍存
在一些短板和问题，全面完成考核目
标难度仍然较大。

当前大气环境质量各项主要指
标与108微克/立方米、66微克/立方
米、200天以上的年度目标相比，仍
分别有24微克/立方米、8微克/立方
米、112 天的巨大差距。水环境方
面，虽然我省Ⅰ~Ⅲ类和劣Ⅴ类水质
断面比例均达到国家考核目标要求，
但94个考核断面中，仍有7个断面水
质为劣Ⅴ类。

据悉，省环保厅将参照中央环保
督察模式，启动省级环保督察工作，
计划分批对大气污染较重的郑州、安
阳、濮阳等 10个省辖市开展环保督
察，并于近期将启动对第一批郑州
（含巩义市）、安阳（含滑县）、濮阳 3
市的进驻督察工作，确保目标要求落
到实处。②9

□本报记者 张海涛

“七下八上”（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是
我省防汛的关键期，防汛形势往往最严
峻。7月18日，记者从省防汛抗旱指挥
部办公室了解到，我省各级各部门压实
责任、周密部署，严阵以待防大汛。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国极端天
气事件多发，汛期降水偏多。进入汛期
以来，我省已遭遇多场强降雨。7月8日
到10日，信阳多地遭遇暴雨，在光山县
五岳水库，水位曾10分钟上涨6厘米。

按照中央的防灾减灾新理念，我省
把风险化解作为防汛的重点工作。坚持
以防为主，力求兴利除害结合、防灾减灾
并重、治标治本兼顾、政府社会协同。

进入汛期后，防汛、水文等部门实
施 24小时值班制度，严密监测水情汛
情。入汛以来，省防办对责任制落实及
防汛值守情况已进行了 5次抽查。今

年，省防汛抗旱物资储备中心还新增了
10台车载式移动泵车，成为应急排涝的
得力助手。

这是我省做好防汛物资准备工作
的缩影。汛前全省共储备防汛物资价
值1.67亿元、抗旱物资价值3.1亿元，初
步具备了抗御中小洪水灾害的应急保
障能力。

山洪灾害、小型水库是我省防汛的
重点难点。河南山丘区面积占总面积
的47%，山洪灾害易发。同时，大量小
水库实施了除险加固工程，但多未经过
大水考验，且离村庄城镇较近。6月底，
省防办派出14个检查组开展了山洪灾
害、小水库专项抽查，对发现的问题进
行通报，督促整改。

入汛以来，我省仅山洪预警已发送
67000余条，涉及45个县、329个乡镇、
3369个行政村，及时转移1800余人，确
保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②9

上半年全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34.5亿元中央资金奖励产粮大县

河南自贸试验区挂牌3个月来

三片区注册外贸企业超千家

改革亮点频现 市场活力释放

持续“放管服”下好“先手棋”

地质灾害多发 科学防范有招

“七下八上”严阵以待防大汛

新闻1+1

7月 18日，南湾湖风景区湖面波光
粼粼，岛上树木郁郁葱葱。位于信阳市
西南5公里的南湾湖，水域面积75平方
公里，61座岛屿景色各异。日前，省旅
游局下发通知，将南湾湖风景区等10家
旅游景区确定为第三批河南省旅游标准
化试点企业。⑨7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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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6万元大奖，这份好运，被洛阳彩民斩
获！7月 13日，洛阳彩民以4块钱投注，喜中
当期双色球一等奖1注 776万多元，二等奖1
注 10万多元，共计中得奖金 786.7359万元。
这是洛阳今年中出的第 2个双色球一等奖。
据悉，该彩票出自该市西工区红山乡下沟村
41030918号投注站。

7月13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进
行第2017081期开奖。当期双色球红球号码
为03、05、14、25、26、30，蓝球号码为05。当
期双色球头奖 4注，河南中出 3注，成为当期
一等奖最大赢家。

而洛阳彩民更是人气爆棚，福利彩票大奖
井喷。截至目前，今年洛阳共中出双色球一等

奖2个。除这次的786万元大奖，上次中奖要
追溯到 3月份，当时彩民朋友以 10元单式票
收获当期一等奖682万元。

更加可喜的是，咱洛阳这块儿中奖福地，
不但可以收获双色球大奖。其他游戏大奖也
层出不穷。仅半年时间，洛阳福彩“中福在线”
中出的25万元大奖就有15个。其中，南昌路
销售厅和西苑路销售厅并驾齐驱分别中出 4
个，中州中路销售厅中出3个，展览路销售厅
中出2个，珠江路销售厅和北大街销售厅分别
中出1个。而福彩“刮刮乐”也不甘示弱，共中
出14个一等奖，累计中奖奖金162万元。

洛阳福彩，添福添彩，下一个大奖等您
来拿！ （王龙）

洛阳彩民4元投注
斩获双色球786万元大奖

为进一步强化干部队伍思想政
治教育，激发干事创业正能量，洛阳
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税局从教育培训、
从严治队等方面入手，多管齐下打造
忠诚干净担当地税铁军。

一是强化学习培训，提升思想素
质。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切入
点，有针对性地制订学习计划，创新
教育方式，采取领导干部讲党课、干
部职工撰写个人体会等形式，促进理
论教育日常化，提升干部职工的精神
定力。

二是坚持以上率下，树立榜样标
杆。领导率先垂范，带头严、带头学、
带头干，积极发挥引领表率作用，通
过定期开展专题民主生活会、深入开

展谈心活动，广泛征求干部职工意见
建议，积极营造友好健康、努力进取
的工作氛围。

三是从严治党治队，扎牢制度篱
笆。进一步严肃组织纪律、工作纪
律、日常考勤制度、请销假制度，杜绝

“懒、散、庸、拖”，引导全体干部职工
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培养高尚的
职业观，增强廉洁自律意识，扎牢全
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队制度“篱笆”。

四是强化绩效管理，提升各项工
作。将绩效管理作为推动工作的抓
手，在建立健全制度基础上，强化过
程控制和结果运用，最大限度地发挥
绩效管理的“指挥棒”作用。

（王小丽）

洛阳经技地税：打造地税铁军

7月 16日，内黄县产业集聚区河南安派电动汽车产业园内，工人正在组
装电动汽车。该园计划总投资15亿元，年产各种电动汽车10万辆，提供就业
岗位3000余个。⑨7 刘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