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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7月5日，省政府新
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我省上半年环境
质量状况及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进展情况。

饮用水水质向好

上半年，我省大气质量指标继续实现
“两降一增”。全省18个省辖市PM10平均
浓度为 125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8.1%；
PM2.5平均浓度为68微克/立方米，同比下
降 10.5%；优、良天数 80 天，同比增加 2
天。此外，全省 18个省辖市重度污染及以
上天气平均14天，同比减少5天。

上半年，全省 18个省辖市 135个地表
水责任目标断面水质达标率为 85.7%。其
中，焦作、濮阳、许昌、平顶山、鹤壁、三门
峡、周口、驻马店、安阳、南阳、洛阳、济源、
新乡 13市达标率在 80%以上，商丘、郑州、
漯河、开封、信阳5市达标率在60%以上。

上半年，国家 94个水污染防治考核断
面中，按考核因子平均浓度计，Ⅰ~Ⅲ类水质
断面56个，占59.6%，达到国家要求的高于

53.2%的目标。劣Ⅴ类水质断面 3 个，占
3.2%，达到国家要求的低于15.9%的目标。

按照地表水饮用水源地28项、地下水饮
用水源地23项因子进行评价，上半年全省省
辖市饮用水源地取水水质达标率为98.1%。

查处力度是去年的一倍多

大气污染防治方面，上半年，我省强化了
扬尘污染专项整治、工业企业提标治理、集中
供暖供热治理、机动车污染治理、重型运输车
辆专项整治行动、秸秆禁烧、餐饮油烟治理等
七个领域治理，在渣土车实现自动密闭改造
并联网、工业污染治理、新建改造管网和热力
站、淘汰老旧车等取得明显进展。

水环境治理方面，228个全省流域重点
工程、黑臭水体治理、规模养殖场粪污配套
设施建设、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加油站防渗
改造，已完成和在建的占比均超七成以上。

土壤污染防治方面，全省土壤详查扎实
推进，土壤采样工作基本完成，重点行业企
业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已经启动并有序进行。

上半年，我省进一步加大环境违法查处
力度。截至6月30日，全省环保系统行政处
罚共立案 4583 起，已下达处罚决定 4228
起，罚款金额17532.42万元，分别是去年同
期的171.65%、166.19%和 121.66%。③5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在高速公路出口紧急刹车、
违法变道、违法停车、倒车、逆行等违法行为，导致高速
公路出口区域成为“危险地带”。7月5日，省公安厅高
速交警总队发布安全提示，高速公路出口区域已成为
交通事故高发区，高速公路的七成交通事故发生在该
区域。

据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统计，70%的交通事故
发生在距离高速公路出口500米范围内。2017年，全
省高速公路共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交通事故10起，
死亡 49人，其中发生在出口路段交通事故 3起，死亡
13人。

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有关负责人介绍，一些司
机驾车在接近高速公路出口时，因走错车道，车辆将错
过出口，于是突然变更车道，这样极易导致后面车辆刹
车不及追尾。此外，一些车辆错过出口后，原地倒车或
逆行，造成交通事故。发生在收费站的交通事故，多因
为大货车刹车失灵或者司机疲劳驾驶。警方提醒，驾
车经过高速公路出口区域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

针对高速公路出口区域交通事故多发的问题，即
日起，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将联合开展整治行动，
对全省高速公路1415个出口路段进行集中整治，采取
增设防撞设施、增设分道实线、增设导向标线、增设警
告标志和安装违法干预系统等措施，确保高速公路出
口区域车辆通行安全。③6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又到毕业季，高校毕业生忙
着找工作的同时，可别忽视了档案移交和管理，以免以
后遇到麻烦。7月5日，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
中心的工作人员提醒毕业生，档案关乎大家的“钱袋
子”，评职称、享受社保、住房补贴发放等都要用到，所
以一定要存放好。

由于一些毕业生的工作岗位与人事档案之间的依
附关系不大，所以认为档案可有可无，管理意识淡薄，
还有人干脆放弃了人事档案。其实，档案除了供用人
单位考察录用人员之外，还是维护个人权益和福利的
凭证。无论是工作调动、考研、公务员招考，还是职称
评审、考资格证、工龄认定、社保办理、住房补贴发放、
入党、办理退休等，都要用到它。

高校毕业生的档案一般有三种去向：如果毕业生
到了具有档案管理权限的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可以由单位直接接收并管理档案；如果毕业生到私企
工作，那么可以由各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负责
提供档案管理等人事代理服务；如果毕业生暂时没有
落实工作，经学校同意后，可以将档案暂时留存在学
校，但是学校只能代为保管2年，超过2年还没有落实
工作单位的，档案就会被发回到原户籍所在地的公共
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保管。

如今，出国深造和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越来越
多，他们的档案怎么管理？据介绍，出国留学的同学有
两种存档途径：一是由学校将档案转至户籍所在地的
人力资源公共服务机构，同时办理个人存档手续，二是
咨询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办理档案委托保管。自主
创业的同学，需要把户籍信息提供给学校，学校会将档
案转递到户籍所在区的人力资源公共服务机构，之后
可以去办理个人委托存档。③5

我省晒出上半年环境质量成绩单

蓝天碧水净土越来越多

高速出口事故多发
行车需倍加小心

相关部门提醒毕业生

档案关乎前途
别不当回事

平顶山湛河，河水清澈，绿树成荫（7月4日摄）。近年来，平顶山全流域整治湛河生态环境，从源头上治污，取得良好效果。通过截污治污、
河道治理、生态修复、引水蓄水等措施，建成40.2公里的绿色景观长廊，新增景观绿化面积460万平方米。一幅城水相依、人水和谐的生态美景
已呈现人们面前。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湛河两岸绿意浓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企业职工工资可比去年增
长 12%，效益特别好、工资水平低的企业可增长
16%”。7月 5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河南省
2018年工资指导线。

最新发布的指导线适用
于全省城镇各类企业在岗职
工工资分配，分别是：基准线
为 12%，上线为 16%，下线
为 3%。基准线是对大多数
生产发展、经济效益正常的
企业工资正常增长的基本要
求。上线，也叫预警线，是对
工资水平较高、工资增长较
快的企业提出的预警提示。
下线是政府对经济效益下降
或亏损企业工资增长的起码
要求，这类企业支付给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的工资不
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据统计，2017年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
平均工资为55495元，扣除物价因素，年平均工资实际
增长10.4%。2017年，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
平均工资为36730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8.7%。

据介绍，工资指导线只是提供工资参考依据，没有
强制性。对职工工资水平较低的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
企业，只要企业有承受能力，应围绕工资指导线基准线
调整职工工资。③4

企业职工工资又要涨了

增设防撞设施、增设分道实线、增设导

向标线、增设警告标志和安装违法干预系

统等措施，确保高速公路出口区域车辆通

行安全。

我省餐饮油烟管理有了执法依据

居民楼内不得新开饭馆
为加强和规范餐饮业油烟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管理，提升餐饮业污染

治理水平，近日，省政府批准发布了《餐饮业油烟污染物排放标准》。

就如何理解、贯彻该标准相关内容，7月5日，在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省环保厅科技标准处处长魏金春对该标准进行了解读。

现有餐饮服务单位自 2018年 11月 1日起执行新标准，新建餐饮服务单位自 6月 8

日标准发布之日起执行。③4 （文字整理/赵立文）

对于有灶头的餐饮服务单位，可按照其实际灶头数，以及对应灶头总功率或对应

排气罩灶面总投影面积进行折算为基准灶头数，依此划分规模。1≤基准灶头数<3

为小型、3≤基准灶头数<6为中型、6≤基准灶头数为大型。

当灶的总发热功率和排气罩灶面投影面积无法获得时，如火锅店等，则基准灶头数应

按经营场所就餐座位数量折算，经营场所就餐座位范围≤75座的，按每40个座位折算1个

基本灶头数，规模确定为小型；75座<经营场所就餐座位范围≤250座的，按每50个座位折

算1个基本灶头数，规模确定为中型；250座<经营场所就餐座位范围的，规模确定为大型。

1.餐饮服务单位规模划分为大中小三级

小型餐饮服务单位油烟浓度排放限值为 1.5毫克/立方米，大、中型餐饮服务单位

油烟浓度排放限值为 1.0毫克/立方米。

大型餐饮服务单位油烟去除效率执行 95%，中、小型餐饮服务单位油烟去除效率

执行 90%。

2.严格油烟排放浓度、油烟去除效率的限值

大、中型餐饮服务单位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限值执行 10 毫克/立方米，小型餐饮

服务单位非甲烷总烃未做相应规定。

3.新增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4.大型餐饮服务单位应安装自动监控装置

□本报记者 赵力文

在居民区，遭遇餐饮服务单位的油烟污
染，怎么办？我省近期有了相关法规和标
准，有望解决群众身边的这一难题。

7月5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获悉，为加强全省餐饮油烟污染治理
和监督管理，《河南省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防
治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7月1日起实
施，河南省《餐饮业油烟污染物排放标准》（以
下简称《标准》）也于6月8日发布，我省对餐饮
油烟管理有了更为具体的法规和加严的标准。

随着餐饮服务业迅猛发展，近年来餐饮
油烟污染呈快速蔓延趋势，仅2017年，全省
各级 12369环保举报热线收到相关投诉高
达上万件。大气污染源解析及监测表明，在
城市建成区，餐饮业废气污染已成为挥发性
有机物及PM2.5的主要来源之一。

刚刚实施的《办法》中的一系列规定，与居
民生活紧密相关。其中，餐饮服务业发展及空
间布局规划应当符合环境功能区和污染防治要
求，不得在居民住宅楼新开办餐饮服务场所，
现有餐饮服务场所逐步与居民住宅楼分离。

此外，禁止在未经审批、未配套设立专用
烟道及污染防治设施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
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
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标准》则对餐饮业服务单位的油烟污
染物排放控制、监测要求

及实施和监督作出了明确规定，与国家标准
相比，该标准加严了油烟浓度和油烟去除效
率的限值，增加了非甲烷总烃控制因子，并
明确大型餐饮服务单位应安装自动监控装
置。

“从街头小店到餐厅食堂，我省所有餐饮
单位都需要遵守标准。”省环保厅有关负责人
表示，《标准》要求油烟去除效率提高至90%
以上，大型餐饮单位则提高至95%，“一些原
本达标的餐饮单位可能需要进行升级改造。”

对现有餐饮业服务单位，我省留出了技
术改造过渡期限，自 2018年 11月 1日起执
行新标准。新建餐饮服务单位自标准发布
之日起执行。

7月 5日，一些餐饮服务企业负责人在
得知法规和标准实施后也表达了观点。

“我们去年就重新安装了油烟净化设
施，排放全部达到了国标。”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后勤处伙食科科长黄家田说，他们将按照
新标准执行，达到新要求。

“前不久，我们公司还统计排查了郑州
市各个门店的油烟净化设施安装情况。”巴
奴毛肚火锅公共事务部相关负责人窦磊告
诉记者，作为大型餐饮企业，将严格按照标
准，加强油烟防治管理。

省环保厅科技标准处处长魏金春表示，
通过实施严格的排放限值，有利于促进全省
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技术水平提升，有效促
进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③4

5.对现有及新建餐饮服务单位执行列出时间表

全省18个省辖市

全省可吸入颗粒物
PM10

平均浓度

125微克/立方米

同比 8.1% 同比 10.5%

平均浓度

68微克/立方米

全省可吸入细颗粒物
PM2.5

优、良天数80天
2天同比

重度污染及以上
天气平均 14天
同比 5天

制图/党瑶

上半年大气质量向好

上半年，我省大气质量
指标继续实现“两降一增”。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7 月 5日，省政
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我省
6月生态补偿清单。今年 6月，全省共支偿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金 1359.7 万
元，得补1160.9万元；共支偿水环境质量生
态补偿金216万元，得补1220万元。

其中，综合大气和水两项生态补偿，支
偿金额前 3位的省辖市是：郑州 260万元、
焦作 105万元、开封 95.5万元；得补金额前
3位的省辖市是：信阳337万元、南阳 259.5
万元、平顶山214万元。③4

6月生态补偿清单公布
郑州支偿最多 信阳得补最多


