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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一期开建的六个码头在哪里？

本报讯（记者 樊霞）只要符合条件，我省省属高校应
届毕业生求职创业就能领到每人 1500元的财政补贴。
记者 7月 2日从省财政厅获悉，为支持 2018届省属高校
毕 业 生 求 职 创 业 ，省 财 政 已 将 求 职 创 业 补 贴 资 金
3475.05万元拨付到相关高校。

“这项财政补贴政策自 2013年开始实施，今年是发
放补贴范围最广、人数最多的一年。”省财政厅社会保障
处有关负责人说。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民政
厅、省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出台的文件规定，今年我省省属
高校应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的发放范围为六大类困难
毕业生，具体是城乡低保家庭毕业生、残疾毕业生、享受国
家助学贷款毕业生、残疾人家庭毕业生、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特困人员毕业生。此外，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
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也参照执行。

据了解，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申请后，经过学校初
审、省直有关部门审核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复审核查
并在官方网站公示，今年我省共有56所省属高校23167名
应届毕业生符合求职创业补贴申领条件，补贴标准为1500
元/人，由相关高校负责将补贴发放给毕业生个人。③9

生态环境成本纳入经济运行成
本，撬动更多社会资本进入生态
环境保护领域，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
要，这是推进资源环境价格机制
改革的基本取向。

岳修虎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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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费电费垃圾处理费都要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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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平）记者6月 29日从郑州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获悉，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
心技术审评结果，由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生
产的双价人乳头瘤病毒吸附疫苗（即二价宫颈癌疫苗，商
品名“希瑞适”），“接种年龄延长至45岁”已获批准，成为
国内目前唯一适用于9—45岁女性人群的宫颈癌疫苗。

据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防医学门诊部主任
刘云波介绍：“本次接种年龄段放宽的二价疫苗是在前
期上市之后又通过临床试验、上报审批，认为其病毒预
防的效力也同样适用于更高年龄段的人群，但预防病毒
种类、疫苗成分、接种价格、接种次数等都不变，仍然是
预防HPV-16和HPV-18这两种高危型病毒，每针602
元，分三次注射，完成全程接种需要半年时间。正在接
种二价疫苗的人群还按正常程序进行接种，不必重新选
择疫苗。”

目前，全球上市的宫颈癌疫苗有二价、四价、九价三
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HPV疫苗立场文件》明
确指出，从公共卫生角度来说，二价、四价和九价疫苗在
免疫原性、预防 HPV-16/18相关宫颈癌的效力和效果
方面并无差别。“如果以预防宫颈癌为目的，二价疫苗可
完全满足需求，不建议几种疫苗混合接种。对疫苗任一
成分过敏者，以及备孕期、孕期、哺乳期的妇女，严禁接
种。”刘云波说。

“接种了宫颈癌疫苗，并不意味彻底和癌症‘绝缘’
了。”刘云波表示，“成年女性特别是有性生活的女性除
了接种疫苗外，仍需要进行宫颈癌筛查，以及时发现癌
前病变,两者相互补充、不能替代。”③9

二价宫颈癌疫苗接种
年龄放宽至45岁

六类高校应届毕业生
可获创业补贴1500元/人

创业

本报讯（记者 李林）7 月 2日，记者
从郑州市郑东新区管委会获悉，该区开
建 24座航运码头，内陆城市郑州将开启
新时代的滨水生活。

据介绍，郑东新区航运码头及相关
配套工程项目由郑州新发展基础设施建
设有限公司负责建设，项目分两期，主要
建设内容包括码头 24座、码头配套设施
8处，航道 54.6km。其中一期包括北岸
综合码头、海事与公安码头、龙湖水务管
理中心码头、湖心岛综合码头、龙子湖水
务码头、象湖水务码头等6个码头及配套
设施；二期包括 18座码头及相关配套工

程。项目建成后将贯通如意湖、龙湖、龙
子湖、象湖、如意河、昆丽河、贾鲁河园区
段（魏河口以下）等区域。

近年郑东新区把生态建设作为重
点，规划建设以龙湖滨湖公园、象湖生态
公园等五大滨湖公园为引领，凤山森林
公园、高铁公园等九大山体公园为节点，
路网水脉串联交错、游园步道有机衔接
的城市生态格局，全区累计建成绿地面
积 32平方公里、水域面积 15平方公里，
城市核心区绿化覆盖率接近 50%，呈现
出清水绿岸、鸟语花香的田园风光。

据悉，郑东新区航运码头及相关配
套工程以缔造新时代滨水生活、打造城
市旅游目的地为目标，将成为展示郑东
新区的重要窗口。③8

民生速递

郑东新区将开启新时代的滨水生活

未来24座码头等你上船

□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刘梦珂

6月 21日，由商丘市政府推出的“商丘政务服务网”
“商丘便民网”“12345政府服务热线”正式上线运行。

“这个 APP太方便了，所有公交路线都在这儿一目
了然，还可以缴纳水电费，不出门就能办完很多事。”商丘
市民高慧慧高兴地说。高慧慧所说的APP即“商丘便民
网”，其建设宗旨是“一个APP畅享所有服务”。

打开手机，进入“商丘便民网”APP主界面，第一个服务
板块就是“办事大厅”。群众只需完成实名认证，进入办事
大厅，点击应办事项，上传所需材料，即可进行已申请政务
事项的申报办理，并可查询办事指南、办事流程、办事进度，
不需亲自跑到大厅办理。除此之外，这个平台还有缴费、随
手拍等功能。不仅为市民提供水、电、暖气、有线电视费用
一键缴纳服务，免去往返于各类营业网点排队缴费的烦恼，
还可以让市民针对城市管理问题，随时随地随手拍实时上
传问题事件，使每一位市民都成为城市的管理者、守护者。

据商丘市行政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该平台依托商
丘市电子政务云平台数据中心，集政务服务、生活缴费、
城市管理、交通出行等服务于一体，市民只需轻轻滑动手
指，就可以获得与衣、食、住、行相关的各种生活服务，真
正实现服务百姓“零距离”。

“商丘便民网”APP 的正式上线得益于商丘“互联
网+政府服务”和智慧城市建设的结果。

商丘市为深化“放管服”改革，落实平台之外无审批，
全面推进“互联网+政府服务”及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不
仅探索建设了“商丘便民网”APP，还建设了“商丘政务服
务网”“12345政府服务热线”等平台。

“12345，有事找政府”，这句话成了市民的口头禅。
谁家有了困难，谁家要反映问题，第一反应就是拨打这个
电话。12345政府服务热线是商丘市以12345市长热线
为基础，整合全市37家服务热线电话，组建76家二级承
办单位办理网络，建立热线电话、热线网站、商丘政务服
务网、热线邮箱、微信、微博、手机 APP等 7位一体的受
理渠道，坚守“7×24小时”节假日不间断服务，“真情倾
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意愿，真正解决群众困难”。
自2017年 9月试运行以来，共受理群众有效诉求 39620
件，办结38810件。

“商丘市正在利用‘互联网+’模式探索建设更为完备
的服务体系，陆续增加智慧医疗、智慧旅游、智慧环保等功
能，让老百姓充分享受‘互联网+’模式城市服务带来的智
慧幸福生活。”商丘市行政服务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③7

让群众畅享
“互联网+”智慧生活

基层民生观

6月29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棚户区改造项目寺沟新村一片新居矗立山间。寺沟新村是该集团一矿7个棚户区改造而来，这里共安
置2498户居民，小区内设施齐全、环境优美。2007年3月24日，这里还是一个杂乱无章的棚户区。⑨3 本报记者 陈更生 聂冬晗 摄

用电费用是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市场经
济条件下引导资源配置的重要杠杆。意见出台了三项电价支持绿
色发展政策：

一是对高耗能行业实施更加严格的差别化电价政策。明确提
出各地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扩大差别电价、阶梯电价执行的行业范
围，提高加价标准。全面清理取消对高耗能行业的优待类电价以
及其他各种不合理价格优惠政策。

二是加大峰谷电价实施力度，运用价格信号引导用户合理用
电。

三是降低用电成本支持环保行业加快发展。2025年底前，对
实行两部制电价的污水处理企业用电、电动汽车集中式充换电设
施用电、港口岸电运营商用电、海水淡化用电，免收容量电费。

意见明确，支持各地结合本地资源禀赋条件、污染防治形势、
产业结构特点，以及社会承受能力等，研究制定符合绿色发展要求
的具体价格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制定基于更严格环保标准的
价格政策。同时强调要采取有效措施，对冲价格调整对困难群众
生活的影响。 （据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城镇污水处理费是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由排放污水的单
位和个人缴纳的专项用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和污泥处
置的费用。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牛育斌说，总体看，目前绝大多数城
市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已基本能够覆盖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置成本。
但随着环保标准提高，部分企业污水处理成本上升，污水处理费不
能满足更高环保标准的要求；乡镇、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滞后、
收费制度没有全面建立等问题仍然存在。

意见提出了五项政策措施：一是建立城镇污水处理费动态调
整机制；二是建立企业污水排放差别化收费机制，鼓励地方根据企
业排放污水中主要污染物种类、浓度、环保信用评级等具体情况进
行差别化收费；三是建立与污水处理标准相协调的收费机制；四是
探索建立污水处理农户付费制度；五是健全城镇污水处理服务费
市场化形成机制。

牛育斌说，将加快构建覆盖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置设施运营成
本并合理盈利的价格机制，积极推进污水处理服务费形成市场化，
形成能够支撑污水处理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价格形成机制。

意见明确，全面建立覆盖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固体废物处理收
费机制，加快建立有利于促进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处理的激励约束机制。2020年底前，全国城市及建制镇全面建立
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伴学说，将积极推进城镇生活垃
圾处理收费方式改革，对配套设施完备、已经具备条件的用户，推
行垃圾计量收费，并实行分类垃圾与混合垃圾差别化收费等政
策。“具体说，就是对分类投放垃圾的，可以适当实行低一些的收费
标准；对不分类投放垃圾的，实行高一些的收费标准。”

意见明确，按照补偿危险废物收集、运输、贮存和处置各环节
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原则，制定和调整危险废物处置收费标准，提高
危险废物处置能力。

我国是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据介绍，我国人均水资源量
约21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

“当前城镇供水价格和农业用水价格总体依然偏低，且调整周
期长，价格与成本普遍倒挂，‘多用水多付费’的累进价格机制尚未
全面建立，不利于城镇供水行业健康发展和农田水利工程的良性
运行，也难以调动用户节水积极性。”周伴学说。

意见提出四项政策措施：
一是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明确2020年底前，北京、上

海、江苏、浙江等省份，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完善的缺水和地下水超
采地区，以及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要率
先完成改革任务。

二是完善城镇供水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将居民用水价格调整
至不低于成本水平，非居民用水价格调整至补偿成本并合理盈利
水平，进一步拉大特种用水与非居民用水的价差，适时完善居民阶
梯水价制度。

三是全面推行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加快淘
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四是建立有利于再生水利用的价格政策，促进再生水利用。
“建立健全补偿成本、合理盈利、激励提升供水质量、促进节约

用水的价格形成和动态调整机制。”周伴学说。

垃圾 不分类投放将高收费

水费 居民用水价格不低于成本水平

电费 减少对困难群众生活影响

———庆祝改革开放—庆祝改革开放4040年年

★光★光影影4400年年

热点关注

医疗

国家发展改革委 2日发布《关于创新和完善

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明确到2020年，

我国将基本形成有利于绿色发展的价格机制、价

格政策体系。

污水 处理费动态调整

权威解读

棚户区的旧貌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