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么改？商业用水量分为三档

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为促进节约用水，发
挥价格机制在水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和用水定
额的引导作用，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决定在全省建
立和加快推行城镇商业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何为“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在河南，商业
用户用水都有一个“定额值”，要用水就必须先报
年度用水计划、经水政主管部门核定。如果超出
了用水定额，不仅要给予处罚，还会暂缓批复下一
个月度的计划。

按照《通知》，我省城镇商业用水量分为三档，
用水定额为第一档水量，第二档水量为超过用水定
额的20%（含）以内部分，第三档水量为超过用水定
额20%以上部分。加价原则为：第二档水量水价加
价0.5倍，第三档水量水价加价1倍。

这次改革后，商业用水将由“定额计划”改成
“超额阶梯”。简单来说，商业用户超过定额要执
行更高水价，倒逼其节约用水。

谁先改？“两高一剩”行业

我省商业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原则上
按年为周期执行，也列出了清晰的改革时间表：
2019年年底前，各省辖市要全面建立和推行商业
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2020年年底前，各县
级市、县城城区要全面建立和推行商业用水超定
额累进加价制度。鼓励集中供水的乡镇，积极推
行累进加价制度。

用水大户，“两高一剩”（高耗能、高污染、产能
严重过剩）等行业和单位将最先进行改革。其中，
为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

“两高一剩”等行业和单位超定额用水将实行更高
的加价标准，第二档水量水价加价0.8倍，第三档水
量水价加价1.3倍。

有罚也有奖。我省将从城镇商业超定额用水
累进加价形成的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奖励
节水成效突出的企业，或用于企业节水技术改造、
节水技术工艺推广等。③7

民生新闻│092018年6月29日 星期五
组版编辑 沈剑奇 王恒昀 美编 单莉伟

●● ●● ●●

民生速递

出行

为服务暑运，郑州机场今年新
增了多条直飞航线，包括：

常 德 、赣 州 、秦 皇 岛 、襄 阳 、邵

阳、北戴河、惠州、吐鲁番等

政策解读 □本报记者 赵振杰

6月 15日，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正式
挂牌，标志着原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原河南省地方
税务局正式合并。对于群众关心的“两局合并对
纳税人有何影响”等问题，6月28日，省税务局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目前，除专业办税服务厅外，
全省641个办税服务厅已实现“一厅通办”。

鹤壁市淇滨区万达广场的商户们就切实感受
到了改革带来的红利。因该广场将于近日开业，
淇滨区办税服务厅就专门开辟了“一厅通办”绿色

通道，为264户个体工商户集中办理国、地税
“一照一码”信息采集、税费种认定、实名

认证、发票领用等8项涉税事项。“整个
流程不超过 20分钟，跟以前相

比，来回跑的次数少了，排队

的时间短了，办事的流程也更简单了，时间成本和
金钱成本都降低了。”淇滨区万达广场美滋滋甜品
店的李女士办完业务后由衷地感慨。

这在全省并非个例，据悉，国地税合并以后，
省税务局迅速推动国地税联办改革，通过流程再
造，对前台业务进行深度融合，实现了纳税人“进
一家门、办两家事，到一扇窗、办所有事”，“一厅
通办”这一新的办税模式已在全省各级税务机关
实施，纳税人办税时间平均缩短三分之一。

通过信息合并、共享，纳税人在线办理税务

申报也实现了“一网通办”。
“各税种申报只需登录一个系统就能完成。”

郑州市郑东新区一家公司的财务人员王国伟说，
以前国地税分设，税收申报也要分别登录两个系
统，在国税申报系统上填报增值税、所得税，在地
税申报系统上填报个人所得税、城建费和教育费
附加等，不仅要重复填写公司信息，还要核对表
间关系和数据等，费时费力。

但现在不用了，新税务机构挂牌后，国家税务
总局对税收征管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和优化配
置，实现了统一渠道、统一登录、统一界面，以及主
要关联业务的一次办理，极大减轻了企业负担。

与此同时，税务局对外服务热线也实现了
“一键咨询”，以往需要通过不同热线分别咨询国
税、地税业务，如今只需拨打一次12366热线，就
能咨询所有涉税问题。③8

本报讯（记者 宋敏）6 月 28 日，记
者从河南机场集团获悉，一年一度的暑
期运输开始逐步升温，目前郑州机场日
均航班量接近 600架次，还新增了多条
直飞国内中小旅游城市的航线。

根据当前客票销售情况来看，6月
底郑州飞往拉萨、乌鲁木齐、深圳、大连、
海口、上海等地的航班比较受欢迎，部分
航班还有折扣票，如郑州至乌鲁木齐有
七折余票，到广州有六折余票；预计7月
上旬，郑州机场各航班机票将会进入热
销状态，尤其是飞往热门旅游城市如大
连、厦门、海口、三亚、成都、兰州、乌鲁木
齐、珠海、昆明、呼和浩特、海拉尔等的航
班机票将十分抢手。

丝绸之路古国钱币展
免费向公众开放

7月 1日至 8月 31日
每周二至周五 9:00至 16:00

免费开放时段：

展览地址：河南钱币博物馆

6 月 28 日，丝绸之路古国钱币展在河南
钱币博物馆开幕，共展出各类古代钱币 128
枚。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讯（记者 孙欣）6 月 28 日，记
者从省征兵办获悉，2018 年定向培养
士官招生计划公布，全国 32 所地方高
校在我省招生 1410 人（其中女生 20
人），定向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
战略支援部队、国防动员部、武警等培
养士官。

士官定向培养生是指通过直接从非
军事部门招收士官的途径，经全国普通
高校招生统一考试选拔，依托普通高等
学校定向培养，毕业后直接补充到部队
相应专业技术士官岗位服役的全日制高
校学生。

报 考 定 向 培 养 士 官 的 考 生 须 为
2018年参加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
试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年龄不超过20周
岁（1998年 8月 31日以后出生），未婚，
政治、身体条件按照征集义务兵的规定
执行。③7

郑州机场新增
多条旅游航线

2018年定向培养士官计划公布

32所高校在我省
招生1410人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挂牌两周以来，群众获得感满满

一厅一网一键 省时省力省钱

7月 9日 8时至 13日 18时，登录省

招办网站（http://www.heao.gov.

cn）填报志愿

政治考核时间为

6月30日至7月 13日

体检、面试时间为

7月 19日至22日

具体信息可登录省招办网站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南征兵”查询

报考定向培养士官的考生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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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夜幕降临，在武陟县龙泉湖公园绿茵场，众多足球爱好者展开激烈较量，感受足球运动的速度与激情。⑨3 冯小敏 摄

我省500万家城镇商户用水推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过去“一口价”今后“阶梯价”

641
个

除专业办税服务厅外，
全省641个办税服务厅
已实现“一厅通办”

权威发布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6 月 28日，在郑州
市商务外环路上的河南钱币博物馆举办的丝
绸之路古国钱币展上，来自90多个丝绸之路沿
线古国的 128枚精品钱币集中亮相，吸引了市
民与古老货币“亲密接触”。钱币再现了千百
年来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经济融合、文化开放的
历史，观展市民直呼“长知识”。

据主办方介绍，这是我省首次举行丝绸之
路沿线古国钱币展览，128件展品借自于西安、
北京等多个博物馆和私人收藏机构，自 7月 1
日至8月31日免费向公众开放。

这些货币全部在国内出土，印证了中国自
古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度，其中阿巴斯王
朝金币在洛阳出土。“这枚金币出土自洛阳曹
魏大墓，当时洛阳与阿拉伯帝国已经有了贸易
往来。”中国钱币大辞典副主编吴革胜说。

“汉武帝时代的龙币咋有外文呢？”观展市
民感到惊奇。据河南钱币博物馆馆长陈伟介
绍，这是当时中外商人使用龙币交易的印证。

参展的货币中，东亚古国受中国文化影响
深远，货币外圆内方，表现出东方文化严谨和
统一的一面。西亚、欧洲等古国的货币外形多
变，标准不一，表现出西方文化自由奔放的一
面。“虽然文化相差甚远，经济水平各不相同，
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可以在经贸上自由往
来，在文化上相互信任，成就了辉煌的古代丝
绸之路。”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徐
诺金表示，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下属的
河南钱币博物馆举办该展览，是希望通过展览
向公众宣传“一带一路”倡议，帮助公众了解货
币在国际经贸中的作用。③7

郑州机场有关负责人提醒，暑运
期间客流增多，广大旅客可及早到机
场办理乘机手续，通过安检时可以根
据需要选择不同的安检通道，如 18 号
安检通道为老弱病残孕爱心通道，25
号安检通道为晚到旅客专用通道，16
号、17 号安检通道为无行李旅客通道
等。③8

□本报记者 栾姗

6月28日，省发改委、省住建厅
联合印发了《关于河南省建立健全
和加快推行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
累进加价制度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到2020年年底
前，我省将全面建立和推行商业用
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这意味着
城镇商户将告别用水“一口价”，与
居民一样实行用水“阶梯价”。

据估算，这项用水制度改革涉
及我省 500万家城镇商户，其中个
体商户占70%。

漫画/王伟宾

第二十届亚洲象棋锦标赛启动仪式暨亚洲象棋联合会成立40周年纪念活动在荥阳举行
□本报记者 郭宇

6 月 27日，第二十届亚洲象棋锦
标赛启动仪式暨亚洲象棋联合会成立
40周年纪念活动在荥阳举行。这是
象棋文化策源地——荥阳自制定象棋
发展“1123”工程后，大力推广象棋文
化、联合各界友人合力共建世界象棋
文化之都的又一世界级象棋盛会。来
自 10个亚象联成员单位的代表、国内
棋界代表、特邀嘉宾、上海花木街道象
棋队等近百名嘉宾出席此次活动。

活动中，亚象联授予中国荥阳市
亚洲象棋特别贡献城市奖；授予中国
象棋协会亚洲象棋单位卓越贡献奖；
授予霍英东、陈罗平、尹君乐、王铭、李
志海、刘恭豪亚洲象棋终身成就奖；授
予霍震霆、王新亭、陈泽兰亚洲象棋个
人卓越贡献奖；授予胡荣华亚洲象棋
杰出成就奖；授予林关浩亚洲象棋个
人杰出贡献奖；授予崔世昌亚洲象棋
个人优秀服务奖；并向多个国家和地
区颁发了亚洲象棋突出贡献奖。

在本次活动中还公布了面向全球
征集将作为第二届楚河汉界世界棋王
赛奖杯LOGO的首届楚河汉界世界棋
王赛经典时刻评选结果。

活动中,柬埔寨棋联总会会长冯
利发把亚洲象棋联合会会旗交给亚
洲象棋联合会会长霍震霆，随后，霍
震霆转交给中国象棋协会主席陈泽
兰，陈泽兰继而授予将于今年 10月举
办第二十届亚洲象棋锦标赛的城市
代表——上海，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
赵光圣接旗。传递的是旗帜，更是

“和”的象棋精神，亚洲棋界同仁在亚
象联的旗帜下，携手并肩、和合与共，
共创亚洲象棋美好未来！

亚象联、中象协、上海市体育局、
省体育局、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市体
育局、荥阳市人民政府、河南天伦旅游
集团等 8家单位领导嘉宾上台参加启
动仪式。随着金粉从嘉宾手里的玻璃
瓶中缓缓流出，“第二十届亚洲象棋锦
标赛启动仪式暨亚洲象棋联合会成立
40周年纪念活动”鎏金大字徐徐呈现

出来。掌声雷动，灯光闪烁，活动达到
高潮，同时预示着启动仪式圆满结束。

据悉，启动仪式后，6月 28日上午
在荥阳市海龙酒店举行亚洲象棋联合
会成立 40周年纪念展，在黄河之滨、
邙山之巅举行“我在楚河汉界等你”为

主题的鸿沟之约活动。当天下午还举
行了亚洲象棋联合会理事会联谊、国
内棋界交流会及全国象棋之乡“河南
荥阳—上海花木”双边交流赛等活动。

近年来，荥阳市进一步加大象棋
文化的推广力度，特别是 2015 年以

来，荥阳市政府、河南天伦集团携手中
国象棋协会，先后与世界象棋联合会、
亚洲象棋联合会、欧洲象棋联合会等
象棋洲际组织达成战略合作，合力共
建“世界象棋文化之都”。2015年 12
月 25日，荥阳市人民政府、河南天伦
集团在京与中象协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约定合作实施象棋溯源工程、楚河
汉界象棋棋士精神及象棋对弈礼仪文
化研究推广工程，在荥阳鸿沟合作举
办楚河汉界世界棋王赛，打造世界顶
级典范品牌象棋赛事等三项合作内
容。经中象协同意，2016年 3月 8日
和8月 17日，荥阳市政府、河南天伦集
团分别在北京和德国汉堡，与世象联
主席、亚象联会长霍震霆先生和欧象
联主席耐格勒先生就“共建世界象棋
文化之都”达成战略合作。

主要合作内容：一是楚河汉界象
棋棋士精神及象棋对弈礼仪文化研究
成果在世象联、亚象联、欧象联成员国
推广。二是荥阳协助世象联、亚象联、
欧象联在其会员国、非会员国和地区

推广象棋文化和象棋运动。三是单年
份的世象联锦标赛赛前，在荥阳举办
启动仪式，并同期举办中国象棋文化
节；双年份的亚象联锦标赛赛前，在荥
阳举办启动仪式，并同期举办亚洲象
棋嘉年华。每年的欧象联锦标赛赛
前，到荥阳迎请世界象棋文化之都核
心象征物——楚河汉界大象棋，到比
赛地展出并同期举办楚河汉界象棋文
化展。四是荥阳支持世象联、亚象联、
欧象联主办的赛事和会务等活动适时
在荥阳举办。五是世象联、亚象联、欧
象联支持楚河汉界世界棋王赛每两年
在荥阳举办。

此次第二十届亚洲象棋锦标赛启
动仪式，是按照荥阳与世象联、亚象
联、欧象联达成的“共建世界象棋文化
之都”战略合作内容实施开展的一项
重要活动，其目的在于唤醒人们对象
棋文化的重视，进一步加强亚洲棋界
友人间的交流，构建平台，深入广泛推
广象棋文化，讲好中国象棋故事，进而
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

第二十届亚洲象棋锦标赛启动仪式暨亚洲象棋联合会成立 40周年纪
念活动现场

高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